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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汉语教师师德论坛
暨国家汉办公派出国教师
荣誉证书发放仪式上的讲话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　刘利

尊敬的赵国成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首先对国家汉办，特别是赵国成主任，赵燕

清处长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语言大学自建校以来，就以传播汉语、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矢志不渝地从事汉语

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北语秉承“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校训精神，积极贯彻国家关

于汉语国际教育和孔子学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实各类公派出国教师的工作安排，为海外汉

语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优质充足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汉语国际教育是国家赋予北语的特殊使命。几十年来，北语人始终心系国家，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北语以及北语派出的海外汉语教师，为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只要国家需要，汉语国际教育事业需要，不论是什么国家和地区，不论

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复杂，都有北语海外汉语教师坚定前行的身影。

从１９６２年建校到现在，北语一直向海外派出汉语教师。自２００４年第一所海外孔子学
院成立至今，北语参加赴海外任教项目的各类教师累计共派出５５４人次，涉及４７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经由孔子学院总部及教育部国家公派教师出国项目派出的教师共计３４１人次，
其中１７３人次服务于北语及其他院校合作的孔子学院项目，占派出教师总数的５１％。

北语承办的１８所孔子学院和１所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４大洲１３个国家，既有美国、英
国等发达地区，也有古巴、巴基斯坦、墨西哥等艰苦地区，北语累计派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５７人次，为海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北语已经形成在编教师、孔
子学院专职教师及其他合同制教师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的海外汉语教师队伍，源源不断地为

孔子学院及北语校际合作交流提供师资保障。

今天，我们举办海外汉语教师师德论坛暨国家汉办公派出国教师荣誉证书发放仪式，就

是为了配合孔子学院总部，进一步加强公派出国教师服务保障工作，充分肯定海外汉语教师

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继承弘扬海外汉语教师的高尚师德，增强海外汉语教师的荣誉感和

使命感，激励更多北语教师参加公派出国项目，投身汉语国际教育的伟大事业。

孔子学院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

以来，国家汉办、孔院总部对北语的汉语国际教育和孔子学院建设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

怀，我们深表感激。

未来，北语将在国家汉办的领导下，扎实做好汉语国际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将全

力支持和配合国家汉办的各项重大部署，为推进中国同各国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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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情境下前摄性人格、感知文化距离
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胡善贵

一、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而言，个人创新能力

是组织绩效、创新、效率和生存的关键要素［１］［２］。对于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学者们做出了

大量有益的探索，指出个人层面的气质性特征、认知模式、性格特征、内部动机以及组织层面

的工作复杂程度、与上级和同事的关系、薪酬奖励、组织评估、工作目标等都与个人创新能力

有着密切的关联［３］［４］。

创新不会在真空中产生，总是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在社会情境中，文化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５］。学者们对文化和创新的关系做出了探索，指出不同的文化对创新有着

不同的定义，总体来说，文化对于创新发挥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６］。

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对跨文化情境下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创新也做出了一些研

究［７－９］，指出跨文化经历能提升创新能力水平，但纵观而言，以往研究对于何种特质的个人

会主动自发采取行动，提升和培养自身创新，以及个体心理过程如何演变和管理，却缺乏深

度挖掘［１０］。

学者们指出，跨文化情境中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１１］，需要个体采取更多的举措

挑战现状，主动改变环境，而这些特征与积极心理学中的前摄性人格完全符合［１２］。

逻辑上而言，前摄性人格更加符合跨文化情境中复杂的社会环境，更能成为个体创新动

力的主要驱动［１３］，虽然有学者对前摄性人格特质给予了关注，但前摄性人格如何在跨文化

情境下影响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

另外，个体的跨文化经历并不一定都能带来积极正面的结果，环境中的诸多要素会对个

体创新产生影响，其中，文化差异是影响跨文化经历的关键社会情境要素［５］，且成为个体在

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和不稳定情绪的主要压力源［１４］，并对个体创新能力的

培养产生直接作用影响，但进一步探讨其作为边界调节条件对于个体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

文献非常匮乏。

鉴于前期文献的不足，本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视角，探索在跨文化情境下前

摄性人格对于个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索文化距离在此作用机制中

的边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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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１前摄性人格与个人创新能力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是组织行为研究经常沿用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指出，个人态度、行

为和其它个人层面的结果不是单独来自于个人或者环境的作用，而是来自于两者的交互效

应［１５］。这表明，当个体处于多元文化复杂的环境中时，个人能力的发展也受到个人与环境

因素的同时作用和影响。

需求—能力匹配是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重要范式［１６］。为了适应复杂环境，发展自身

的创新能力是个体适应跨文化环境需求而提升自身能力的具体表现。根据个人—环境匹配

理论，个体创新能力的发展，当然也受到个体自身特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前摄性

人格是个体的重要特质，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情境中的重要外部环境特征。

前摄型人格是指个体主动采取措施，寻求改变、努力影响环境等积极角色导向的个人气

质性特征［１７］。大量的证据表明前摄性人格与任务行为、组织公民行为［１８］、职业适应性［１９］、

职业满意［２０］等密切相关。

根据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个体要与环境相匹配，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特质，

Ｃｒａｎｔ（２０００）［２１］指出，相比那些被动适应环境的个体而言，具有前摄性人格特质的个体更易
于不满足现状，并努力寻求各种改变，以适应环境要求。

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前摄性人格至少可以通过两种路径对个人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首先，当具有前摄型人格特质的个体处于陌生的跨文化环境中时，他们更易于积极主动

地学习不同文化知识，吸纳新的思想，更新自身思维和认知，而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思维认知

的重构为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资源供给［２２］。

其次，在跨文化情境中，为克服跨文化适应问题，相比那些被动适应环境的个体而言，前

摄性个体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环境，主动积极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建立和维护各种

社交网络关系，建构和扩大自身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得更多拓展个人创新能力所需的外部资

源供给［２３］。鉴于以上观点，本研究假设１（Ｈ１：前摄性人格正向影响个体创新能力）。

２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虽然前摄型人格与个人创新已受到关注，但对于前摄型人格如何影响个人创新的作用

机理却鲜有探究［１０］。本文拟从前摄性人格的心理特征变化过程来探索前摄性人格对于个

人创新的理论机制。

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于自身从事某项活动产生预

期理想效果的自信［２４］。

自我效能感的强弱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强度，是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取得理想

预期的内在驱动。自我效能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来自于四个渠道：成功经验（Ｍａｓｔｅｒｙ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替代性经验（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言语的劝导（Ｖｅｒｂａｌ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良
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

个体以往成功的经验或其他人相类似的成功经验会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反之，失败的

３



经验会削弱个体的自我效能。

社会说服或鼓励是指他人鼓励性的言语能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良好的精神和生理状

态也能有效增强个人的自我效能，反之则降低个人自我效能。

首先，在跨文化情境中，相比前摄性低的个体，前摄性高的个体更易主动与来自于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互动，也更容易在跨文化经历各种困难和困惑时得到更多人的鼓励和帮

助，而这些鼓励和帮助有益于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２５］。

其次，前摄性高的个体因为其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也更容易被赋予更多的期望，而根据

皮格马利翁效应，被赋予更多期望的个体也更易于提升自我效能感［２６］。

再次，前摄性高的个体努力寻求一切机会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

行深刻交流，从而获得更多机会学习别人成功的经历，借鉴别人处理跨文化冲突和风险的技

巧和方法，从而增强自身完成任务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前摄性高的个体更易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人给予的信任、真诚、同

情、尊重等可以帮助个体克服跨文化情境中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负面心理情绪，如孤独、沮

丧等，从而帮助个体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而有效提升自我效能［２７］。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人自我效能感是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机制［２８］。相比那些前摄性

低的个体，前摄性高的个体在有效提升自身自我效能感之后，对于克服跨文化经历中的各种

障碍有着更多的自信心，树立更有挑战性的目标，并能投入更多的努力和意志力从事创新性

的活动，并在跨文化经历中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精神。

实证研究也证明，前摄性高的个体，如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将更有效提升自身的创

造力水平［１０］［２９］。

综上，本研究假设２（Ｈ２：自我效能感在前摄性人格个体创新能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
用）。

３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

文化距离，指的是个体所感知的或客观存在的本国和目的地国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的

差异性程度［３０］。研究表明，文化距离是个体跨文化经历中的重要压力来源［３１］和主要文化冲

突源［３２］，对个体跨文化情境中心理健康［３３］、生活和工作满意度［３４］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化距离集中体现了目的地国和本国在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性。差异性越大，个体所感受的文化冲击就越大，适应环境的困难就越大，需要获得的创新

动机就越强，所需支持的外部社会资源就越多。

首先，文化差异程度越大，对于任何个体，包括前摄性高的个体，在跨文化经历中与他人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困难越大，获得外部资源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压缩了自我效能提

升的外部资源空间。

其次，文化距离越大，个体心理不稳定情绪就会愈加强烈［３３］，久而久之，前摄性人格的

积极心态就会受到抑制或损害，并进而影响其提升自我效能感，并最终给个体创新能力的培

养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假设３（Ｈ３：文化距离负向前摄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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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１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选择的测量变量均来自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成熟量表。同时，本研究

对相关量表的部分题项进行了修订以期更加符合我国跨文化情境现状，并组织相关研究专

家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双向翻译，以确保量表在语义上不出现大的分歧。

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在小范围内进行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的反馈情况对部分量表

的题项进行了措辞修正和调整。实际问卷结果表明，最后调查问卷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

均符合既定标准。

前摄性人格的量表出自Ｓｅｉ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３５］，该量表包括１０个题项，如“我经常会
寻找新的方式来改善我的生活”，“无论在哪里，我都会主动改变周围的环境”。量表采用５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自我效能感的量表出自ＭａｃＮａｂ和Ｗｏｒｔｈｌｅｙ（２０１２）［３６］，该量表包括１０个题项，如“如果
我努力，我总是能解决我所遇到的困难问题”，“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有效应对”。量表采

用５点李克特量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个人创新能力的量表出自Ｍａｄｊ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３７］，该量表包括６个题项，如“我有很多

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能提出非常有新意的学习或工作方法”。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量
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文化距离的量表出自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０）［３８］，本研究对部分题项做了调整。调整后的量表
包括６个题项，如“中国和您本国在风俗习惯上相似吗”，“中国和你本国在文化价值上相似
吗”。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量表计分，１表示“完全相似”，５表示“完全不相似”。

本研究还同时选取学生的性别、年龄、来华时间和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

采用虚拟变量，男性为“０”，女性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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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样本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安徽三所公立大学中发放了调查问卷，在三所大学国际教育部门的大力协助

下，共向三所大学在读国际留学生发放３９９份调查问卷，回收３１６份问卷，回收率７９２％。
在剔除相关不合格样本和信息缺失较多的问卷后，最后采用合格问卷２４８份。

样本描述性统计信息为，男性１２５人，占５０４％；女性１２３人，占４９６％；本科生以下
１６２人，占６５３％；本科生６８人，占２７４％；硕士生及以上１３人，占５２％；学历信息不全５
人，占２％。

年龄结构上，２０岁以下１１４人，占４６０％，２１
"

２５之间９９人，占３９９％，；２６
"

３０之
间２７人，占１０９％，大于３１岁８人，占３２％。

在来源洲别上，来自于亚洲其它国家１２７人，占５１２％，来自于非洲７８人，占３１５％，
欧洲３人，占１２％，美洲４０人，占１６１％。

四、假设检验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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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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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信效度检验

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平均提取方差值

前摄性人格 １０ ０８５０ ０６０９－０７２６ ０８７８ ０５４５

自我效能 １０ ０９０８ ０６０６－０７８５ ０９２４ ０５５０

个人创新 ６ ０８９７ ０７８２－０８５７ ０９２２ ０６６４

文化距离 ６ ０８８５ ０６２４－０８６９ ０９１３ ０６４０

表２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前摄性人格 ３９６１２ ０６００ ０７３８

自我效能 ３８１９２ ０５９２ ０３３９ ０７４２

个人创新 ３７３８９ ０６４３ ０３２２ ０６４７ ０８１５

文化距离 ３４１８１ ０８８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６ ０８００

　　Ｎ＝２４８所有相关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２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相关假设。表３的数据结果显
示，与假设１相一致的是，前摄性人格与自我效能（β＝０３６４，ｐ＜０００１）和个人创新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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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关（β＝０３４５，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３的数据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前摄性人格和个人创新均显著相关，因此自我效能感部

分中介摄性人格和个人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３也得到了验证支持。

表３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我效能 个人创新 个人创新

年龄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３

性别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学历层次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２

来华时间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

前摄性人格 ０３６４ ０３４５ ０１２５

自我效能 ０６０６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９ ０４３４

△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３１５

△Ｆ １３４１４９

　　Ｎ＝２４８所有相关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标准化后的前摄性人格和文化距离进行了乘积项处理，并检

测了前摄性人格和文化距离的交互作用对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表４回归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前摄性人格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β＝
－０１７５，ｐ＜００１）。因此假设３也得到了验证。

表４　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年龄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２

性别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６

学历层次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２

来华时间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前摄性人格 ０３６６ ０３４８

文化距离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前摄性人格×文化距离 －０１６９

Ｒ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０

△Ｒ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８

△Ｆ ７９５４

　　Ｎ＝２４８所有相关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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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清晰描述文化距离对于前摄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绘
制了图２。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文化距离越大，负向调节前摄性人格和自我效能两者之间的
关系就越强烈。

图２　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实证探讨了跨文化情境下，前摄性人格与个体创新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表明，前摄性人格能有效促进个体的创新能力，且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前摄性人格和个体创

新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还发现，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前摄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两者之间的关系，削弱了前摄

性人格对于个体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作用。

（１）理论启示
本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的理论视角，探索了个体的前摄性人格对于提升创新能力

的理论逻辑及作用机理。虽然有研究表明前摄性人格对于员工的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影响

作用，但缺乏理论逻辑框架的支撑，且对于跨文化情境下前摄性人格作用于个体创新能力的

内在作用机制缺乏深度挖掘。

首先，本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拓展了前摄性人格在跨文化情境下的理论外

延，丰富了前摄性人格的理论研究。

其次，本研究弥补了以往对于前摄性人格如何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的不足，实证检

验了前摄性人格能有效提升个人自我效能感，并进而影响个体能力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

最后，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前摄性人格这一特质在跨文化情境中影响个体发展的边

界条件，实证检验了文化距离对于抑制前摄性人格对于个体能力发展的内部作用机制，丰富

了前摄性人格和文化距离等变量在跨文化情境中的理论框架。

（２）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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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管理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首先，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体创新能力培养与前

摄性人格等个体特质有关。在选拔员工以完成创新性工作任务时，可优先考虑前摄性人格

特质的员工。

其次，自我效能感对于个体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如个体创新能力偏

低，可以考虑采取相应措施，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以进一步提升其创新动机。

最后，在跨文化情境下，文化距离被证明会削弱个体主动性和积极心态，影响个体自我

效能感的提升，组织应关注文化距离的负面效应，引导个体学习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规章

制度以及不同的思维观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尽可能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造

成个体的负面心理情绪。

２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并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得以改进。首先，本研究重点以国际

留学生作为样本，未来的研究应考虑跨文化情境中不同类型和特质的研究样本，以进一步验

证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论。

其次，本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前摄性人格和个体创新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探讨了文化距离作为边界条件的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前摄性人格不同的

内在作用机制，并探讨除了文化距离之外的不同边界条件，以更好地了解前摄性人格这一重

要特征发挥作用的逻辑框架。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的

因果关联。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并采取不同来源的数据，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共同

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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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ＭａｃＮａｂ，Ｂ．Ｒ．＆Ｗｏｒｔｈｌｅｙ，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３６：６２

－７１．

［３７］　ＭａｄｊａｒＮ．＆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９６（４），７３０－７４３．

［３８］　Ｃｈｅｎ，Ｇ．，Ｋｉｒｋｍａｎ，Ｂ．，Ｋｉｍ，Ｋ．ｅｔａｌ．Ｗｈｅｎｄｏｅｓ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ｅｘｐａｔｒｉａｔ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ｓ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５３（５），１１１０－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课题（２０１４－１５Ｚ０１２）；安
徽省高校省级教学研究课课题（２０１６ｊｙｘｍ０１２９）；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
目（ＳＫ２０１７Ａ００８２）。］

（作者胡善贵，系安徽工业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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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共同体”内涵
促进留学生文化教学“一体化”建设

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静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语境和文化内涵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十九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专门写进了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特别强

调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１］。

这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立符合普世价值观，为解决复杂多变的国

际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话语体系构建中

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成功创建，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提供了传统

文化与时代话语相结合的话语语境、提供了中华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交流的主题平台。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

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

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在新加坡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
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２］”

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和合仁爱”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和价值底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语境也是我们设立文化主题、整合文化知识、实现“一体化”文

化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长，生源层次不断提高，为中国文化教学提供了庞大的

受众群体。为他们创建“当代话语———主题文化———文化知识”一体化文化教学，是十分必

要，也是十分迫切的。这不仅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课“提质增效”的内在需要，也是来华留学

教育发展的战略要求。

目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仍然“以教材为主、以教师为主、以传统方式为主”，其教学

现状可以概括为“三个单一”，即目标单一、内容单一、模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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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目标单一

目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大纲，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化教学目标。文

化教学所依据的大纲是２００２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小组编写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
学大纲”。

大纲中顺带提及文化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目标是

在语言技能训练之外，加强文化因素的渗透，让外国学生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人的

思想和生活，增进彼此间的理解。”［４］

这里只是提及文化因素的渗透，而不是文化知识的讲授，体现的是语言教学为主、文化

教学为辅的传统理念，教学目标是单一的语言交际能力培养。这与当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的大国战略不相适应，应创建文化知识教学、建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性教学目标。

２内容单一

目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内容主要基于《中国概况》，按章节或挑章节讲解为主。表

现为知识分散、孤立，缺乏整合和联系，不利于留学生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亟需“做

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建立主题文化教学体系，实现主题为纲，各方面文化知识围绕这个纲形成网状整合，既

能实现各方面中国文化知识的整合，又能促进不同文化在相关层面的不断融合。

３模式单一

目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模式是单一的“传递－接受式”，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学生是
被动的接受者。这种模式不仅有政治宣传之嫌，也不利于培养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

和积极性。应创建“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培养留学生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意识和尊重态度，

提高留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

目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没有充分发挥文化对当代话语的阐释和支撑作用，亟需创建

中国文化课“一体化”教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体化”教学体系中充分发挥传播文

化、阐释当代话语内涵价值。

三、中国文化课“一体化”建设构想

中国文化课“一体化”教学的目的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话语的深度融合，充

分体现当代话语的文化传承和时代价值。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当代话语内

涵，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化课“一体化”建设概括起来就是“当代话语 ＋主题文化 ＋文化知识”的“一体
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根基是当代话语及其话语的文化内涵，这个体系的网结是主题文化，

网结牵动的是文化知识。

即从当代话语出发，挖掘其文化内涵，围绕文化内涵创设文化主题，文化主题整合各方

面文化知识，形成一个闭环式的科学系统。这个系统既能保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话语的

有机结合，也能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理解。

在网状文化知识整合学习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是文化主题和当代话语的文化内涵，其作

为隐性纽带连接着“一体化”系统中的三要素，使其构成相互作用的网状结构。

中国文化“一体化”教学在整合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培养留学生的文化意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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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大有裨益。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德

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

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

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５］这些思想和理念构成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精神底色，并引导着留学生文化

教学的主题构建。

经贸主题的“一带一路”、东欧班列、新四大发明，体现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通达

天下”般担当；水利和建筑主题的四合院、南方园林、都江堰，体现的是“天地人和、道法自

然”的中国智慧；５６个民族和谐共处，体现的是“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
每个主题下设有几个主要的子主题，这些子主题既能牵动并整合相关的文化知识，又能

与当代话语进行即时对话。从而形成“当代话语———主题文化———文化知识”的“一体化”

教学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话语可以得到深刻全面的解读和传播；主题文

化可以使浩瀚的文化知识理清关系和路径；零散孤立的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主题得到有效的

整合。

在这一模式下，中国文化教学不仅能实现传统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有机结

合，而且还能变“单一目标”为“多元目标”，从而提升留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

四、中国文化课“一体化”教学目标

传统的中国文化教学是为实现汉语教学目标提供文化素材的，文化教学只是停留在文

化因素教学层面，是配合汉语教学培养留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标。

中国文化课“一体化”教学由“单一目标”转为“多元目标”，在“当代话语＋主题文化＋
文化知识”的“一体化”闭环式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留学生的文化意识、文化态度、文化

知识和跨文化能力构成了中国文化课的教学目标。

１文化意识

社会规则、社会价值观、信念等一起构成文化意识。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大致分为四个层

次。一、学习者能够对显著文化元素进行了解；二、经过文化的交往，发现文化中存在一些微

妙的差异；三、经过对文化的深入理解，能够理解一些微妙又有意义的文化特性；四、通过对

文化多方面体验，能够从外语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问题，从外语文化的角度有所思所感。

（１）文化敏感意识：就是能准确地圈定出“这是中国文化”，及时发现具有显著中国文化
特征的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上述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均属于文化敏感意识范畴。中国

文化“一体化”教学主题设置环节可以分配给留学生来进行，这是锻炼其文化敏感意识的大

好机会。

（２）文化对比意识：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是不可
复制的，也是形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的必然结果。文化对比意识就是能够发现目标语文

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差异，并能进行合理分析和理据探究。上述第三层次属于文化对比意识

范畴。中国文化“一体化”教学的文化知识整合部分可以充分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对比

意识。

（３）文化自觉意识：就是把文化敏感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内化为文化自觉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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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第四层次便属于这一研究范畴。

２文化态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文化达到空前的多样化。留学生中国文化

教学除了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同时也要培养留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开放和尊重态度。在文化

教学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１）文化尊重态度：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化，正确对待文化多样性，坚持各民族文化一
律平等。坚信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贡献，摒弃文化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在课堂上就相关主题引导各国留学生介绍本民族的相关文化内容，真正体会人类文明的丰

硕成果。

（２）文化融合态度：培养留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开放包容性，通过不同主题的探究和参
与，培养留学生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避免封闭和排斥，促进多元文化大融合。在融合中，留学

生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话语语境和内涵，及其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

３文化知识

学者张占一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分为“文化知识”教学和“文化因素”教

学。“文化知识”是独立的语言存在，指符号化的价值观、习惯、风俗等文化意识。而“文化

因素”则是指语言学习和使用中涉及到的文化。它同语音、词汇和语法一样属于语言要素。

现在各高校比较注重文化因素教学，对文化知识教学重视不够，这种状况也反映在相关

研究上。

通过中国知网文献搜索，输入主题“中国文化教学”，并含“对外汉语”，搜到关于中国文

化教学研究的论文为３４０篇。其中，文化因素论文１６９篇，占比４９７１％；文化体验论文１０４
篇，占比３０５９％；文化知识论文６篇，占比仅为１７６％。

文化知识研究明显不足，这将导致留学生文化教学只浮于表面形式，缺乏对文化内涵的

探究和对当代话语的挖掘，更是缺乏对文化知识的整合研究以及纵向和横向的梳理。中国

文化“一体化”教学将弥补目前的不足，将对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起到有效的引领作用。

４跨文化交际能力

相比“单一”的交际能力而言，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加多元，它是语言和文化的有机结合，

也是对学生素质的综合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理解为人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沟通

所应具备的适应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包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认知能力、

识别能力和应变能力等。［６］

留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体化”文化课课堂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课上，

在主题引导下，留学生以“第三者”身份客观看待他国文化，文化意识、文化态度、文化知识

和跨文化能力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课下，采访、参观等活动为留学生提供大量

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断提升。

五、中国文化课“一体化”教学模式

中国文化“一体化”教学将改变以往单一的“传递 －接受式”教学，取而代之的是“多元
互动”教学模式。将由“以教材为中心”变为 “以主题为中心”；由“以教师为中心”变为“以

学生为中心”；由“孤立零散知识”变为“主题整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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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留学生特点，体现出师生平等，师生双向互动或

生生多项互动的多元互动特点。

“多元互动”的教学模式将引导留学生通过实践、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获取文化知识，

并促进学习者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等和谐发展，最终达到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对

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多元互动”教学模式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是多样化的。他们在平等的关系中每个

人既是讲述者，又是接收者和评价者，极大促进师生参与性。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ＲａｙＯｌｄ
ｅｎｂｕｒｇ《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ｌａｃｅ》（２０００）所论述的“第三空间”。

在这一空间里，“学习者通过跨文化的探索和协商，创造性地摸索出本民族语言文化和

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在这里，本族文化和目标文化都会得到加强和深化，融

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让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能够成功交流。

母语文化（Ｃ１）被视为第一空间，目标语文化（Ｃ２）被视为第二空间，而第三空间（Ｃ３）是
学习者通过跨文化探索和协商逐渐摸索出的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在这里，Ｃ１和 Ｃ２可以
和而不同，交融共存。”［７］

在“第三空间”课堂中，围绕文化主题，多元文化交融碰撞，英语和汉语可以交替使用，

最大限度地满足表达者对思维冲击和文化对比的需要，形成自由开放的多元互动模式，以便

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涵义，更清晰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

基因和普世价值。

六、结语

“当代话语———主题文化———文化知识”的“一体化”中国文化教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当代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体化”中国文化教学将改变“单一教学目标”为“多元教学目标”、变“孤立分散内

容”为“主题整合内容”、变“传递－接受式”为“多元互动式”。
“一体化”中国文化教学将引导留学生更深刻、更全面理解中国当代话语的文化内涵，

同时将培养留学生的文化意识、文化态度、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中国未来发展储

备国际化友好人士。

参考文献：

［１］　冯颜利、唐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Ｊ］，《当代世界》，２０１７（１１）：１１
－１４．

［２］　习近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３］　教育部：２０１７年有近５０万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
［４］　吴萍，多元互动模式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Ｄ］，黑龙江大学，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５］　“习近平谈核心价值观”———民族的根与魂，《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４年０７月３１日，第 ０５版．
［６］　许泽芳，“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４）：６４－６７．
［７］　王永阳，国际汉语教学传播与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模式［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７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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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事务办公室　宋瑞静

一、引言

随着留学生群体的急剧扩大，对于专业的管理人员和国际学生辅导员的需求也相应激

增。２０１７年正式实施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４２号）》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际学
生辅导员岗位，了解国际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及时做好信息、咨询、文体活动等方面服务

工作。国际学生辅导员配备比例不低于中国学生辅导员比例，与中国学生辅导员享有同等

待遇。”

在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与教育工作中，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来华留学

生辅导员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扮演者管理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做好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的相关工作对来华留学生群体整体素质的提升、国家稳定的维护、高等学校乃至国家教育事

业的长久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１］因此，对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群体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

势的把握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留学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助益。

笔者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ＢＩＣＯＭＢ）和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将知网关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主题下的文章进行分析，

发现现阶段研究者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关注的几个特点：

（１）角色理论视野下角色冲突与跨文化交际的工作切入点和规范教育管理的业务
定位；

（２）辅导员思政工作平台在汉语教学和课堂互动管理中的文化适应及对策研究；
（３）团体辅导在提高普通话水平和个人素质及成绩的职能与大学国际化的差异比较；
（４）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
（５）辅导员队伍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及学生事务管理的职业化。
笔者便根据这些研究热点做了相应趋势分析。

二、研究过程

１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为主要研究平台。笔者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日上午进入中
国知网首页，以“来华留学生辅导员”为主题在知网进行全网检索，共得到７６条结果，除去
不相关的论文（如会议纪要，人物专访，报纸评论等），其中与主题相关度较大的为２３条。

本研究即将这２３条结果导出（以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式导出）作为分析样本，来研究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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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群体的研究热点，并做相应的趋势分析。

此外，笔者对有效文献中的关键词做标准化处理，比如将“来华留学生辅导员”、“外国

留学生辅导员”、“留学生辅导员”全部统一合并为“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这样最终形成研究

的资料来源。

２研究分析工具

以书目共现分析系统（ＢＩＣＯＭＢ）和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统计
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为主要研究工具（以下分别简称为ＢＩＣＯＭＢ２和ＳＰＳＳ２１０）。其
中，ＢＩＣＯＭＢ２共词分析软件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开发。ＳＰＳＳ是ＩＢＭ公司旗下的用于统计学分析运算、数据挖掘、预测分析和决
策的产品，本研究所运用的是２０１２年８月所发布的ＳＰＳＳ２１０版本。

ＢＩＣＯＭＢ２基本操作步骤为：首先，选取研究资料；其次，收集并整理资料，把收集的
ＣＮＫＩ格式数据库文献转化为 ＢＩＣＯＭＢ２能够识别的 ＡＮＳＩ编码文本文件；第三，使用 ＢＩ
ＣＯＭＢ２软件统计关键词出现的情况；第四，提取统计结果；第五，使用ＳＰＳＳ对关键词共词进
行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

３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共词分析法，共词分析法属于内容分析法，即以某一文献

集中共同出现的代表主题内容的词汇对，来反映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

进而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和主题结构的研究热点及发展动态。［２］其具体操作过程为：

第一，确定研究资料的范围。本研究对象是中国知网所检索并导出的２３篇文献，其中
硕士论文１篇，期刊２２篇，共涉及关键词５２个。

第二，收集和整理资料。将收集到的目标文献以 ＢＩＣＯＭＢ２能够识别的 ｃｎｋｉｔｘｔ格式
导入。

第三，利用ＢＩＣＯＭＢ２软件进行提取关键字段操作。然后对关键词、期刊等关键字段进
行统计以获取结果。由于文章中关键词和作者单位存在一定的表述不一致，所以需要对结

果进行适当的合并。［３］比如辅导员、留学生辅导员、外国留学生辅导员及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等进行统一，一个大学的不同单位统一为大学名称，不再赘述。

第四，对关键词频率大于等于１小于等于６的进行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分析，把分析结
果导入ＳＰＳＳ２１０版本中，用系统聚类法分析词篇矩阵，并产生相似矩阵（选取 Ｏｃｈｉａｉ系
数），得到关键词聚类分析树状图。

第五，将分析结果产生的相似矩阵导入 ｅｘｃｅｌ表格内，将此相似矩阵采用（１－相似矩
阵）转化为相异矩阵，将结果导入 ＳＰＳＳ２１０中进行多维尺度分析（ＡＬＳＣＡＬ），并产生来华
留学生辅导员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三、研究结果分析

１关键词分析

利用ＢＩＣＯＭＢ２软件导出的关键词的统计结果如表一（部分），从表中可看出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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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等于２的分别为：来华留学生（１６）、来华留学生辅导员（１６）、管理（２）、跨文化适应
（２）、大学国际化（２）、队伍建设（２）、管理模式（２）。

这几个高频关键字基本能反应当前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研究的重点，从中看到了来华留

学生的管理、跨文化的适应和交际以及队伍建设等等。

这些关键词说明了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研究多集中在管理和适应教育方面，对于辅导

员本身的业务素质和能力的研究较少，研究的维度比较单一，研究的交叉性不够。

不过，仅对高频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尚难以发现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因此，还

需要通过关键词共现技术来挖掘高频关键词间隐藏的重要信息，或者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

来说明相关问题。

表１　关键词及出现频次（部分）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来华留学生 １６ 学生事务管理 １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１６ 学习成绩 １

管理 ２ 业务定位 １

跨文化适应 ２ 医学来华留学生管理 １

大学国际化 ２ 职业化 １

队伍建设 ２ 职业能力 １

管理模式 ２ 安全教育 １

跨文化交际 １ 班主任 １

来华留学生管理干部 １ 差异 １

普通话水平 １ 团体辅导 １

入学教育 １ 课堂互动 １

思想道德教育 １ 对策研究 １

２期刊分析

对文章期刊进行分析可大致了解不同期刊所研究的侧重点和定位情况，从表二可以看

出期刊对于来华留学生类的论文和研究的关注度不够，比较靠前的分别是：学周刊（２）、科
学文汇（上旬刊）（２），其余都是一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期刊较少，学术界对于某一问题的关
注度可以从重要期刊的发文量得到显现，当前关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关注度较低，学术期

刊的总体质量不高，这其中只有一篇天津大学的硕士论文，比较重要的期刊有教育评论、江

苏高教、职业教育研究等少数期刊。

关于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研究也凸显了当前这一群体的问题，呼吁更多重要期刊的

关注需要研究人员的努力和付出，需要提升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研究的深入挖掘和重点提

炼，提高整体学术文章的质量和数量，这需要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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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期刊及出现频次统计

期刊 出现频次 期刊 出现频次

学周刊 ２ 科教文汇（中旬刊） １

科学文汇（上旬刊） ２ 科教导刊（中旬刊） １

理论界 １ 教育评论 １

中国校外教育 １ 教育教学论坛 １

中国管理信息化 １ 教育观察（上旬刊） １

职业教育研究 １ 江苏高教 １

知识经济 １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１

天津大学 １ 高校辅导员 １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１ 法制博览（中旬刊） １

３发表时间分析

图一为关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理论研究文章的发表年份统计直方图，横坐标为年份，纵

坐标为数量。因笔者未设置时间范围，所以２０１７年的文章还处于发表阶段，故仅做参考。
纵观其他年份，以笔者定义的搜索条件，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２００７年的《建立健全班主任管
理模式促进外国留学生教育教学管理》。该文章中将来华留学生的管理者称为班主任，还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发现年份与发表数量的分布情况，图中有接连两个高峰期，分别是

２０１４年的６篇和２０１５年的７篇，这可以理解为在这两个年份，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关注度
较高，学术论文较多，作者关注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但２０１６年却出现下降，其中的原因还需
要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结合当时的现实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图１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研究文章发表年份统计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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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资料分布情况分析

按照最终选取资料的不同来源及其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可视化的数据：

（１）从资源类型方面分析，最终选定的２３篇分析资源仅有１篇（占总体的４３％）为硕士
毕业论文。其他２２篇（占总体的９５７％）均来自各类期刊。这表明，就目前情况而言，硕博研
究生对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有限。相比较之下，从事该领域的其他专家学

者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问题有较多建树和成果，这为今后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２）从资源学科分布来看，分析了３０篇资源，有２篇（占总体６７％）来自哲学与人文科
学，２篇（占总体６７％）来自经济与管理科学，４篇（占总体１３３％）来自社会科学Ⅰ辑，２２
篇（占总体７３３％）来自社会科学Ⅱ辑。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论文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类（占总体８６６％），
而其他学科对于该主题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在此也呼吁更多学科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研究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相关主题，促进该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和不断完善。

（３）从期刊来源分布来看，有２篇（占总体８７％）出自科教文汇（上旬刊），２篇（占总体
８７％）出自学周刊，１篇（占总体４３％）出自江苏高教，１篇（占总体４３％）出自科教文汇
（中旬刊）。余下１１篇（占总体４７８％）出自其他期刊。

（４）从发表作者看，其中鲁烨发表 ２篇（占总体 ８０％），赵晓兰发表 １篇（占总体
４０％），韩秀引发表１篇（占总体４０％），吴晟志发表１篇（占总体４０％）。

（５）从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扬州大学发表２篇（占总体８０％），河海大学发表２篇（占
总体８０％），浙江大学发表２篇（占总体８０％），复旦大学发表１篇（占总体４０％）。余下
的资源均出自其他研究者或机构。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关注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这一主题的学者和机构分布情况，也期

待有更多的学者和机构关注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相关研究。

选取的２３篇资源引用了较多的参考文献，同时选取的资源也被多次引用。

图２　参考文献和引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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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二所示：２３篇分析文献中，总参考文献为７２篇，总被引数为２９次，总下载数量为
３４４１次。另外，选取的文献发表时间集中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之间，其中２０１４年的６篇和２０１５
年的７篇为两个高峰。参考文献的发表时间跨度是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１４年，其中２０１１年引用
次数最多。引证所选资源的文献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５年，而且２０１５年是被引用次数
最高的。

５聚类分析

将使用ＢＩＣＯＭＢ２提取获得的词篇矩阵导入到ＳＰＳＳ２１０之中，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得到
相似矩阵（表三）和聚类分析结果（图三）。相似矩阵作为提取样本的一个步骤，没有做相应

分析，只是作为数据的支撑罗列在本论文。［４］

由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者对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关注的几个大点：

（１）角色理论视野下角色冲突与跨文化交际的工作切入点和规范教育管理的业务
定位；

（２）辅导员思政工作平台在汉语教学和课堂互动管理中的文化适应及对策研究；
（３）团体辅导在提高普通话水平和个人素质及成绩的职能与大学国际化的差异比较；
（４）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
（５）辅导员队伍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及学生事务管理的职业化。
从这几个大类我们可以预测接来下的几年时间里研究的趋势及方向，比如对来华留学

生辅导员群体本身的关注，辅导员群体辅导的职业化及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范和机制研

究等。

表３　相似矩阵

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 教育 教育管理

来华留学生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 … … … … …

教育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教育管理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知识图谱分析

在上面导出的相似矩阵（表三）的基础之上，我们把相似矩阵导入ｅｘｃｅｌ表格内，用（１－
相似矩阵）获得相异矩阵（表四），同样，相异矩阵作为数据处理的一个步骤，只是作为数据

的支撑展现在论文中，并没有进行分析。把相异矩阵图导入 ＳＰＳＳ２１０中，用多维尺度
（ＡＬＳＣＡＬ）进行分析，得到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研究的知识图谱（图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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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聚类分析结果

表四　相异矩阵

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 教育 教育管理

来华留学生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０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 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 …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０

… … … … … …

教育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０ …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教育管理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０ …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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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研究知识图谱

从图四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我国当前阶段在来华留学生辅导员方面的研究，比如角色

理论视野下角色冲突与跨文化交际的工作切入点；留学生辅导员的业务定位；辅导员思政工

作平台在汉语教学和课堂互动管理中的文化适应及对策研究；团体辅导在提高普通话水平

和个人素质的职能方面；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辅导员队伍的学生事务管理的职业化

和专业化等等。知识图谱是我们当前研究热点的集中展现，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四、结语

随着近几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急剧增长，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已进入到提质增效

阶段，各高校都致力于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规范来华留学生管理，从而达到保证质量，促进

来华留学可持续发展的目的。４２号令中对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进行了专门规定，这是从国
家层面对于来华留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视。

在实际需求层面，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与之伴随的思想、学业、心理、跨文化适

应等问题也日益增多，留学生之间的冲突稍解决不当即会上升演变成国家间冲突，产生恶劣

的社会影响，所以目前不仅需要大量的来华留学生辅导员，对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也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这是在现实需求层面对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需要。

在学术研究层面，伴随着客观现状与现实需要，来华留学生辅导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日趋

专业化与精细化，基于主观经验与个人判断的管理经验已落后于时代，各来华留学生培养单

位需要在大数据的实践基础上，将感性经验总结为理性认识，并加强传播交流，供各兄弟院

校参考，共同促进来华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笔者认为通过对当前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研究文章和热点进行数据分析，可以对当前

的研究现状有客观的了解，进而为我们解决当前来华留学生辅导员的问题提供思路和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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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上我们成长

上海大学　沃国成

展开４０年的历史画卷，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
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２０１８年，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国又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４０年的风雨，４０年的变迁；４０年的耕耘，４０年的收获。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弹指一挥
４０年，回头却不是从前。时间是最好的书写者，忠实地记录下了我国留学工作半壁江山的
来华留学砥砺前行，努力发展的历程。

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来华留学通过改革开放４０年的探索与实践，“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打造了“留学中国”品牌，进入了内涵发展、转型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新时期。

来华留学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教育名片，赢得了世界的惊叹与喝彩。

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
的来华留学工作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来华留学事业蒸蒸日上。

４０年来，我们的来华留学事业在快速发展，我们的政策、法规配套措施在逐步完善，我
们的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的管理能力在不断增强。

一、忆往昔，寻找方向

１简要回顾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是起步阶段，都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是实验探索阶段，开始招收自费生。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是定位调整阶段，自费生超过奖学金生。
２００１年至今是跨越发展阶段，学历生在快速增长。

２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过程回顾

１９５０年，接收第一批留学生３３人（奖学金生）。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
１９７３年，我国开始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来华留学工作进入计划发展时期，当年接收１２３６人。
１９８０年，前后出现了自费留学生来我国学习。
１９８４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来华留学工作会议。
１９９７年，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４万人，自费生占９０％。
１９９８年，全国来华留学工作第二次会议召开，确定了“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保证质量，

积极稳妥发展”方针。

２００２年，留学生总数翻了一番，超过８万人。
６２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发展纲要》确立“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
理”来华留学工作原则。

２００６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１６万，学历留学生总数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３倍；而非学历留
学生增长１８倍。
２００７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１９５万，留学生来自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５４４所高等

学校和其它教学、科研机构学习。

……

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生数超过了４８９２万人，其中学历生稳步提升占４９３８％。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生年度总人次统计

年代 总数 增长率 备注

１９９８ ４３０８４ ３７８％ ／

１９９９ ４４７１１ １６６％ １６４国／３５６校

２０００ ５２１５０ １８６％ １６６国／３４６校

２００１ ６１８６９ １８６％ １６９国／３６３校

２００２ ８５８２９ ３８７％ １７５国／３９４校

２００３ ７７７１５ －９５％ １７５国／３５３校

２００４ １１０８４４ ４２６％ １７８国／４２０校

２００５ １４１０８７ ２７３％ １７９国／４６４校

２００６ １６２６９５ １５３％ １８４国／５１９校

２００７ １９５５０３ ２０２％ １８８国／５４４校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４９９ １４３％ １９８国／５９２校

２００９ ２３８１８４ ６５７％ １９０国／６１０校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０９０ １１３％ １９４国／６２０校

２０１１ ２９２６１１ １０３８％ １９４国／６６０校

２０１２ ３２８３３０ １２２１％ ２００国／６９０校

２０１３ ３５６４９９ ８５８％ ２００国／７４６校

２０１４ ３７７０５４ ５７７％ ２０３国／７７５校

２０１５ ３９７６３５ ５４６％ ２０２国／８１１校

２０１６ ４４２７７３ １１３５％ ２０５国／８２９校

２０１７ ４８９２万 １００％ ２０４国／９３５校

从２０１０年起，来华留学教育快速发展，行政审批权下放：国务院取消学校招收外籍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资格审批；新修订《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关于

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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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改革举措的通知》等重要文件。

二、看今朝，领导重视

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２０１４年１２日至１３日全国留学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留学工作要适应国

家发展大势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

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
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

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

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支撑。

通过优化来华留学生源国别、专业布局，加大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建设力度，构建来华

留学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
的指导意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

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

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教育部颁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文件作为《关于做
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配套文件，作为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

与行动》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将为教育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由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颁发的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
管理办法》其效力仅次于法律、法规，高于规范性文件，可作为处罚依据；其作用是学校开展

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行为的根本依据；其特点是指导性、可操作性强。其制定思路和

原则：

一是处理好行政管理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之间的关系，坚持简政放权，尊重学校办学自

主权；

二是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坚持放管结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优化服务；

三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现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落实好省级教育统筹权；

四是处理好《办法》规定与出入境管理法等现行其他规定之间的关系，注重相关规定的

衔接一致，坚持法规统一；

五是注重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中国教育吸引力。

三、展未来，再接再厉

四十年后的今天，来华留学硕果累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规范管理”已成

常态，提质增效已成目标，一带一路校企合作正在开展，借用进口博览会的主题口号：新时

代，共享未来。我们要紧随时代步伐，结合学校特色与实际，不断迎接挑战，不断与时俱进，

加快推进“请进来”和“走出去”相接合的做法，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严把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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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为来华留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一带一路”促进我国与周边国

家开展经济合作，这需要各领域人才的支撑。抱团出海，合作共赢。

来华留学的未来还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奋斗、去开拓、去践

行。还有更多的梦想需要我们去追逐、去设计、去描绘、去憧憬、去创造、去实现。

来华留学关系到新时期“五类人才”的培养，关系到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

阱”，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新形势下对来华留学的新要求：

１要把来华留学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
２要将来华留学纳入高校“双一流”建设和教育国际化战略等整体规划中。
３要进一步凝炼优质教育资源，树立质量和品牌意识，走特色发展之路，打造来华留学

新品牌。

４要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来华留学各项政策，提升宣传服务水平。
５要大力推动汉语言学习，提升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
我国的来华留学事业已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改革铸就辉煌，让奋

斗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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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自己的故事，推介好自己的学校
———以我校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项目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韩瑞莲

引言

为探索和尝试对我校进行国际宣传的更多渠道，进一步增进有意来华留学的优秀学生

对我校的深入了解，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力，努力提升招生宣传的实效性，我校于２０１８年一
月中旬成功启动了北师大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项目。

该项目设立的出发点在于两点考虑：一是可以发挥我校在校优秀留学生向本国或本地

区潜在生源推介母校的优势，二是可以为在校留学生提供在读期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

机会。

项目大使成员是经多方推荐，认真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来自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尼

日利亚、韩国、泰国６个国家的７名留学生被任命为我校首批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项目
大使。

项目为大使规定了明确的工作时间（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３月）和工作职责（借寒假休假或回
国探亲的时机，以多种讲自己留学故事的方式，开展对我校及我校留学生项目的招生宣传和

推广。）

为确保项目大使能切实有效地履行工作职责，诚信宣传，维护我校的国际声誉。项目组

就宣传要涉及到的核心内容（我校校情介绍、留学项目介绍、宣传材料分类展示与说明、宣

传进程规划等）对大使进行了专门的、全面的培训，以增进大使对学校的深入了解，建立认

同感，树立使命感。

培训之后要求大使认真宣读《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宣传大使承诺书》，并在承诺书上庄

严签字。同时，为方便大使开展工作，项目组为大使出具了官方正式的介绍信函，并在学校

官方网站设立项目专栏（ｈｔｔｐ：／／ｉｓｏｂｎｕｅｄｕｃｎ／ｃｎ／ｖｉｄｅｏｓ？ｃｉｄ＝５２５＆ｐｉｄ＝３５１），专栏里以
ＶＣＲ的形式展示了大使的风采。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大使要提交工作计划，按计划开展工作。项目组老师负责对项目整

个执行过程的持续监管，并在大使需要的时候，提供及时悉心的指导与帮助。

为确保大使招生宣传内容的一致性，在充分征集项目组老师和大使意见的基础上，项目

组为大使提供了中英文标准版的宣传ＰＰＴ，并允许大使根据工作的需要，在标准版宣传ＰＰＴ
的基础上，翻译本国语言的宣传ＰＰＴ。

在项目组总结工作会上，项目组收到了越南语和韩文版的宣传ＰＰＴ，同时也分享了大使
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推介好自己的学校的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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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宣讲会

招生宣讲会是蒙古和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所采用的方式。蒙古大使在五所

蒙古大学（人文大学、奥特根腾格尔大学、蒙古国立教育大学、蒙古国立大学、旅蒙华侨蒙中

友谊学校）举办了招生宣讲会，面向总计１３６名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对我校及我校的留学项
目进行了说明和分享，宣讲内容在宣讲过程中根据宣讲对象的留学意向有所针对和侧重。

马来西亚大使为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发动

了我校其他回国探亲的留学生，组成了１１人的宣讲团。宣讲团以成员各自联系自己的母
校，回母校宣讲的方式开展工作，总计宣讲覆盖了大马范围内的几十所高中，受众上千人，宣

讲后有意向来我校留学，登记留下联系方式的有１５０人。
在宣讲的过程中，大使们一方面结合自己的留学经验与学弟、学妹们分享他们的留学感

悟，饱含感情地向他们介绍我校及我校的留学项目。另一方面认真回答宣讲对象提出的各

种问题，并对有共性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详细地整理记录，并概括性地提出了一些改进工作

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留学生招生宣传要根据宣讲对象，选对的时间进行。

二、迷你咖啡分享会与孔子学院学生见面会

迷你咖啡分享会是越南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所采用的方式。大使通过社交媒体联络的

方式，组织有意来华留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相聚在河内的迷你咖啡馆里，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进行小范围的来我校留学的深度分享，对奖学金及如何申请奖学金等宣讲对象重点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地说明，纠正了在越南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花钱买奖学金的错误

概念。

孔子学院学生见面会是尼日利亚招生宣传大使所采用的方式。大使基于自己来华留学

的经验，设计了更符合尼日利亚和贝宁两国学生习惯的我校ＰＰＴ介绍。
在本人没有回国的情况下，特意委托自己在尼日利亚和贝宁的朋友分别与在尼日利亚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和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举行了见面会。

见面会上将ＰＰＴ内容转化成图片的呈现形式，配合我校的官方宣传片一起使用，以突
出视觉印象的方式对我校及留学项目进行宣传，增加这两所孔子学院的学生对我校的直观

了解，以影响他们在申请来华留学孔子学院奖学金的时候，可以将我校作为优先校来考虑。

三、线上宣传

线上宣传是尼日利亚、韩国和越南的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所采用的方式。大使们充分

利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ＷｅＣｈａｔ等社交网络平台，注册有关来我校留学
的网络公共平台账号，以图文，视频的方式宣讲我校及我校的留学项目，并及时关注、回复浏

览者的留言和问题，主动跟进有意向来我校留学的网友。

尼日利亚大使为扩大招生宣传的受众面，还特别借用了“大 Ｖ”（尼日利亚公关公司老
板）的脸书账号进行了在线直播，向有意来华留学的尼日利亚网络朋友提供了“零距离”的

来我校留学的招生宣讲与在线答疑。同时，大使还联系了几个“网红”，借助他们的社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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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行线上宣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尼日利亚大使的多方努力之下，有意来我校留学，在咨询登记表上

留下联系方式的有意申请人有１０４人。随后，大使用电邮的方式与这些潜在生源保持联系，
继续为他们提供顾问服务，推送有关来我校留学的各种资讯。

结语

留学生招生宣传大使项目是我校在留学生招生宣传方面的又一次全新的探索。大使工

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为项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开创

了我校留学生招生宣传的一种新模式。

从表面上看，大使所采用的“讲好自己的故事 推介好自己的学校”的三种方式，与我们

常用的留学生招生宣传方式并无两样，但其所能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是其突出的优越性和

超越性，是我们常用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

依据大使的工作总结与建议，项目组确立了今后项目推动的四个方面的行动：

一是进一步细化项目目标，选择对的项目执行时间；

二是提供更多、更全面、更精准的招生宣传信息，使项目具有更好的操作性；

三是要进一步发挥在校留学生的优势，继续招募品学兼优的留学生为项目的招生宣传

大使，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四是成立我校留学生新媒体宣传团队，团队成员由在校留学生中有设计特长、文字特

长、摄影特长的留学生组成，其职责是定期为在校留学生和各种平台的关注者实时推送有关

我校学习和来我校留学的资讯。

为确保我校的留学生规模，实现来华留学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在推进我校“双一

流”建设中，我校在不断尝试探索，总结推广新的留学生招生宣传方式，以最终确保我校招

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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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约旦留学生的特点与教育管理

山东聊城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李立冬

一、引言

随着中约两国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方面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约旦人

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后，约旦留学生数量出现了“飞涨”的趋势。在
众多来华求学的阿拉伯国家留学生中，其所占比重不容忽视。（见下表［１］）

时间
阿拉伯国家

留学生总数

约旦

留学生人数

约旦留学生

奖学金人数

约旦留学生在

阿拉伯国家

留学生中人数占比

２００５ ８３９ ７０ ２９ ８．３％

２００６ １０６６ ９８ ４１ ９．２％

２００７ １３９１ １０９ ３９ 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７９４ １２５ ４２ ７．０％

２００９ ２３８９ １８１ ４６ ７．６％

２０１０ ３１３４ １９９ ４８ ６．４％

２０１１ ４１６２ ３２６ ５８ ７．８％

２０１２ ５４３４ ６１９ ６８ １１．４％

２０１３ ７０１２ ９９６ ７７ １４．２％

２０１４ ７６２３ ８７４ ８６ １１．５％

来华留学的约旦学生主要包含两大群体［２］：

一个是第一外语为英语的约旦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友好，也对汉语有浓厚的兴

趣。尤其是从事跨国贸易的商人，占了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是近年来，由于中约两国

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方面的需求所致。

另一个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学习汉语是为了将来能够从事跟中国

或汉语相关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是未来约旦社会的精英。

与其它国家留学生相比，约旦留学生在社会背景、价值观念、语言条件、行为规范等方面

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因此，了解约旦留学生的特点，做好其教育和管理工作，对约旦学

生乃至阿拉伯国家学生占留学生多数的高校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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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约旦留学生的社会因素

１．家庭

在约旦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普遍现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孝敬、奉养

父母和抚养、教育孩子都是爱和责任的体现，他们一般都把家庭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

上。这些和中国家庭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长大的约旦学生进入中国人

伦化的社会关系时，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和融入。

２．宗教信仰和饮食禁忌

约旦９５％的人信仰伊斯兰教，极少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在中国有回、维吾尔、哈萨
克、东乡等十余个民族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和约旦穆斯林有许多相同的宗教文化和传

统。这在以汉民为主的中国高校，中国师生和他们交流时还是能够注意到的。

但在饮食上，约旦学生初到中国时，多数有一个适应期。虽然很多城市，很多高校都有

穆斯林就餐的地方，但是其口味和约旦穆斯林相比差异还是挺大的。约旦学生基本不去中

国学生食堂吃饭。这就需要帮助他们熟悉和了解一些购物点和中国的穆斯林餐厅（馆）。

最好能在留学生宿舍楼内开辟公用厨房，配备必要的炊具，方便他们自己做饭，一定程度上

解决其“吃饭难”的问题。

３．民族性格

约旦学生多是成熟稳重、举止文雅、积极主动、热情开朗、大方健谈的。上课时，有问

题会积极地问老师或者和同学讨论。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遇到问题，他们也会主动地向

主管老师、相关同学反映、请教、咨询，谋求解决。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和对方谈话时，喜欢

互相凝视对方的眼睛，目光如果移开则有失敬之嫌。

４．文化背景

约旦实行文化兴邦战略，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约旦学生很少有比较偏激的行

为或者不同政见的表达，比如国际关系等。但是对英语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的学生有种天

然的亲切感，这可能和该国奉行中立不结盟又亲美的政策有关。

约旦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历史上也曾受过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约旦人身上既体现出阿

拉伯人特有的办事节奏缓慢、喜好追逐财富的特征，又有西方文化中的讲究规章制度、思维

直截了当的特性。

三、约旦留学生的语言条件

１．英语

尽管约旦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但是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讲上几句英语。这跟约

旦曾

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约旦的语言教育政策。在学校里，无论是

公立还是私立，英语往往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３］。这和中国英语的教育和使用政策是

类似的。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大部分是学英语出身，所以和约旦学生的沟通和交流，“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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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很好的途径。

２．汉语

约旦学生对汉语熟悉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自费学生的汉语水平多参差不齐，初到中

国时，一句都不会说的，会只言片语的，说得较为流利的等各种情况都有；奖学金的学生，因

为在录取之前，有语言能力要求，他们的水平要整齐得多。不过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约旦学生

对汉字的笔画顺序、间架外观还是难以把握的，总体上写的汉字不太美观。

四、约旦留学生学习的心理特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约旦学生学习汉语的能力因人而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

要是：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动力、情感、悟性［４］等。

１．目的

一般来说，学习的目的是否明确，直接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外国留学生学习中

文，一般都是有一定目的的，如受教育目的、职业目的、学术目的、兴趣等等。目的明确则学

习积极性高，进步也相对较快。

从我们的调查问卷来看，目的明确的：为了将来同中国做生意、为了将来从事与中国或

者汉语有关的工作、为了将来继续在汉语方面深造、为了兴趣、珍惜这次来华学习的机会等；

目的稍显模糊的：因为免费的奖学金、为了体验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为了大学选择专业

时的需要、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为了来中国旅游等。目的明确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明显高

于目的模糊的学生。

２．动力

动力指学生学习时表现出来的决心以及在完成这一学习过程中所花费的精力，一般来

说，它与学习成绩是成正比的。有了目的而不去下决心、花精力去实现，也是枉然。

目的明确的学生，学习时表现出来的持续性和刻苦程度都较强；而目的模糊的学生，学

习的动力明显不足。后者在面临期末、ＨＳＫ等考试的时候，能和前者那样加班加点刻苦学
习，考试过后则松懈明显；即使在平时，迟到、旷课、请消假等现象要明显比前者多，学习的速

度和积极性明显不够。

当然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年龄稍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如大学毕业）或有过一定工作经

验的学生，一般学习目标明确，具有很强的学习动力，尤其是对口语的学习需求强烈。

３．情感

积极的心理情感会促进一个人的学习活动，消极的心理情感会阻碍学习活动，这种影响

对第二语言学习同样存在。如果学生对汉语产生恐惧、畏难情绪，这种情绪就会妨碍他的学

习。从调查的结果看，主要有五种类型：

害怕型：“怕自己学不好汉语”。刚接触汉语的约旦学生占了多数。

不喜欢型：“我本来就不喜欢学习，所以也不喜欢学习汉语”。这在每个水平的学生中

都有，但比例很小。

未知型：“不知道喜欢不喜欢，大家学习我就学习”。这在每个水平的学生中都有，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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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很小。

目的型：“不喜欢，但是为了将来的发展只能学习”；“不管喜欢不喜欢，学习汉语对自己

将来的发展有帮助”。这在每个水平的学生中都有，所占比重很大。

喜欢型：“喜欢，觉得汉语越来越有意思”；“每次都希望来上汉语课”。在中高级阶段，

这样的学生较多，特别是高级阶段的学生比重占了一半以上。

其中，害怕型的学生处于刚接触汉语的阶段，所以随着对汉语了解的加深，绝大部分会

逐渐转到其它四种类型中去。不喜欢型的学生，属于典型的被动类型，从情感上使之改变是

很难的，这也是教学中的难点。未知型的学生，有改变的可能，也是教学中较难的。目的型

学生，虽然情感上没有完全接受汉语，但是因为有目的做引导，还是容易改变其对汉语的看

法的。对于喜欢型的学生，当然是老师最乐见的了。

不难看出，随着学习汉语的深入和时间的延长，“情感是可以培养的”。这种情感因素

促使他们对学习汉语产生兴趣甚至某种成就感，从而建立起自信，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学习。

４．悟性

悟性指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能力。每个人的悟性是有差异的，它依赖于后天开发

的程度，很明显它不同于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一般而言，汉语水平高的比水平低的悟性高；学习汉语积极性高的

比积极性低的悟性高；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特点的要比不了解的悟性高。前者对蕴含在汉语

中的文化因素或汉语交际中的文化因素较为熟悉，因此，他们在汉语学习中表现出较高的悟

性。上课时前者经常会给人一种“一点就透”的感觉。

五、约旦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学校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这里我们

只是针对约旦留学生的具体情况，就日常的教学和管理活动，提出一些方法和建议。

１．建立以教学为中心的科学管理制度，保证各项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严格学分、学籍管理以及考试制度，让学生树立只有通过勤奋学习才能获得学习和毕业

证书的观念。奖惩分明，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授予奖学金，并及时向其学校和家长报喜；

对学习松垮，成绩太差的学生，让其重修、不给予结业证书、通报其学校和家长等。通过奖惩

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２．留学生教育和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管理理念［５］

约旦学生来到中国这样一个与其本土文化迥异的文化环境，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

活习惯等方面出现不适应甚至碰撞的情况在所难免。而这些依靠严格的规章、程序化的管

理的科学手段来解决，收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其次，对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效果并非主要取决于宿舍环境、食堂饭菜和教室设备等硬

件，而取决于教育管理的主体———学生本身，他们不仅有生理的和物质的需求，还有心理的

和精神的需求。因此，作为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者必须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重视人的因

素，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核心”，分析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尊重他们对自身

宗教信仰、人生价值、生活方式等的选择。必须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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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所信奉的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３．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管理模式
（１）教学管理过程中注意学生文化平等、文化衔接意识的培养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所受的文化影响，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引入汉语或汉语文化，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避免发生精神上的“创伤”，这是需要注意的。

同时，要多提示或鼓励学生去发现母语和目标语背景文化的相同点。这在多民族、宗教

信仰自由，特别是包含有穆斯林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他们还是很容易找到信仰共鸣、乃至民

族文化共鸣的。

（２）注意学院乃至校园多元文化环境的营造
校园人文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它对学生人文素质可起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

用。健康、活泼的多元文化环境是文化管理模式外部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学生主体的

学院更应力所能及地倡导和营造健康的多元文化环境。比如举办中外学生交流座谈会、联

欢会、文体比赛，逢年过节让留学生参与组织欢庆活动、布置场地等，甚至要介绍和鼓励他们

到别的学院去参与或组织相关活动。

需强调的是在邀请中国学生参加时，除了汉族学生还要有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穆斯林

学生。不能使留学生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国际交流学院”这个孤岛上。

（３）管理工作“以学生为核心”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管理者，要有为“留学生”服务的高度，发挥教书育人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满足学生在物质和精神、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合理需求。

要有人性观念和民主作风，充分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尊重学生，进而培养学生。要有跨

文化意识并能适度地实施跨文化管理。

在遵从“求同存异、互相理解”的前提下，了解约旦人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等，这样才能对约旦留学生的一些文化不适应，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有所预见和

防控。

总之，只有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管理模

式，使二者刚柔相济，形成文化多元的育人环境，才能更好地做到教书育人。

参考文献：

［１］　本表是依据历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写）整理。表中的阿拉伯国家

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勒斯坦、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

伊拉克、约旦等十二个国家．

［２］［３］　钱多，关天尧．约旦汉语教学之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Ｊ］．２０１３年１月．

［４］　赵氚．试论华裔留学生的特点、教育与管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增刊［Ｊ］．２００１年６月．

［５］　许迎春，方芳．高校阿拉伯国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探析．高校辅导员学刊［Ｊ］．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作者李立冬，系山东聊城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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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带一路”，打造留学品牌
———以四川大学为例

四川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陈剑　程小钰　张齐美晨

四川大学地处西南腹地，不沿海，不靠边，国际影响力不及发达地区和沿海沿边的高校。

如何打破这一束缚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办出具有川大特色的来华留学教育，成为

近年来学校一直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２０１５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特别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

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有利于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

实的民意基础［１］。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教育定位，强调要为“一

带一路”重点共建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两方

面支撑：一是促进民心相通，二是为其他“四通”提供人才支撑［２］。

四川大学把握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贯彻落实中央系列文

件精神，充分发挥地域特点和学科优势，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总体

目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积极探索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生

培养机制，努力打造“留学川大”品牌，在来华留学管理、服务和质量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一、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推进结构优化

近年来，学校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年均增长率保持在１０％以上。仅２０１７年度，学校来华

留学生人数就达到３４２１人，学历生人数１８５７人，来华留学生人数占在校生总人数的５％以

上。其中，硕、博士高层次留学生有５００多人；学历生较往年也有大幅度增长，占留学生总数

的５４３％。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从单纯的数量增长已逐渐转变为扩大规模和提升层

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８３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四川大学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

年份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其它类型长期生 短期生 留学生总数

２０１１ ５４３ １３２ ３３ ７２９ ３４０ １７７７

２０１２ ５９１ １５３ ４４ ６４３ ５２５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３ ６６５ １５９ ５２ ７８３ ４８７ ２１４６

２０１４ ７９３ １６８ ７０ ７６６ ５１０ ２３０７

２０１５ ９０４ １６１ ８５ ８１６ ７４４ ２７１０

２０１６ ９５８ ２７８ １２９ ９７３ ８１２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７ １３１７ ３５７ １８３ ７９８ ７６６ ３４２１

合计 ５７７１ １４０８ ５９６ ５５０８ ４１８４ １７４６７

二、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打造“留学川大”品牌

１率先设立 “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来华留学生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２０１６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立了总金额为１亿元人民币的“一带一路”来华留学
生奖学金，学校还出台了《四川大学“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奖

学金的使用范畴、资助期限和实施细则等，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来校学习、进

修和培训，不断提升学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该奖学金项目的设立很快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驻华使领馆和高校的积极

响应，吸引了数千名外国学生申请到我校学习。经过严格选拔，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学校已为
７００余名优秀留学生提供该奖学金。

学校还积极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务政党、青年领导力培训班，为“一带一路”的

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三期尼泊尔高级政务研修班培训了时任执政党尼共（联合马列）中央

委员会书记贾瓦利，尼共（联合马列）常务委员会成员、原国家农业部部长比索沃格马，尼共

（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马嘉等四十多名高级领导。２０１７年３月，时任
尼泊尔总理奥利来川大访问时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此外，越南顺化大学“一带一路”倡议短期培训班和波兰华沙大学“一带一路”青年领导

力培训班也取得丰硕成果。

２加大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建设，打造精品课程

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医少药，工程类、计算机软件类的人才缺口很大，四川大学

结合以上需求和自身科学优势，建设了一批具有针对性、吸引力和高质量的全英文授课专业

课程体系，精心打造“留学川大”品牌。

依托优势学科，四川大学建立了临床医学（ＭＢＢＳ）、口腔医学、康复医学、预防医学、医
学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土木工程、能源与环境、国际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中国旅游文化与管

理、中国经济、商业分析、应用统计学、信息安全、中国学等１６个全英文授课专业，受到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的普遍欢迎，吸引了大量优质的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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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充分利用学院知名教授和引进的高端外籍教师在国外的知名度和资源，重点培

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高层次人才，全面加强全球未来领导力人才培养和培训。

从２０１２年起，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立了“国际课程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
ｇｒａｍ，简称ＵＩＰ）项目为核心的高质量国际课程体系。ＵＩＰ项目在每年暑假邀请包括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在内的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来学校开展为期

两周的学分课程教学和学习。

六年来，共邀请了来自４２个国家的７１０位外籍教师，开设全英文课程８９５门，邀请了近
２０００名外国学生来校参加“国际课程周”项目，使每位川大学生（含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
生）都能在校园里直接聆听世界知名学者授课，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交流互动，培养国际

交往能力和胆识，培育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六年来受益于全英语国际课

程的学生累计达到７万余人次。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国际课程周”情况统计

年份 世界名校教师数 课程门数 选课学生数 世界名校学生人数 国际交流营数

２０１２ －－－ －－－ －－－ １４６ １７

２０１３ ５８ ６２ ８４８１ ２８４ ２６

２０１４ １４１ １７９ １３０８０ ３１２ ３９

２０１５ １４９ １９６ １６０１４ ４０８ ４０

２０１６ １６９ ２２０ １７００３ ５０４ ４２

２０１７ １９３ ２３８ １６７３０ ４５２ ３１

合计 ７１０ ８９５ ７１３０８ １９６０ １７８

　　（注：２０１２年第一期ＵＩＰ只开办了交流营，未邀请外籍教师授课）

３调动院系积极性，创新留学生招生、教育、管理、服务模式

２０１５年学校制订了《四川大学关于鼓励学院自主招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意见》，改革
留学生管理体制：

一是把留学生办公室的部分功能和职责下沉到院系，建立以院系和学科为主体的留学

生招生工作体系，完善招生激励机制，发挥各部门、院系和导师对留学生教育的积极性，引导

院系自主招生、自主培养、自主管理来华留学生，并将来华留学生的招收和培养纳入各学院

年度考核和学院领导的聘期考核中，学校对学院招收培养来华留学生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是转变留学生办公室职能，强化服务、监督和外事工作政策的指导职能，协助院系开

展来华留学教育工作。

４加强留学生第二课堂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

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友人，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服务，是来华留学生教育

的重要方向。学校每年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加强来华留学生第二课堂的建设，如举办

留学生迎新晚会、运动会、美食节和足球赛，丰富留学生的课余生活，帮助新生更快更好地适

应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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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留学生进行文化考察和参观活动，领略川西的壮美河山、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风

土人情，体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增进留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三、新时期的挑战与思考

１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跟不上来华留学教育发展速度

学校部分院系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来华留学培养模式，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授课体系，形

成了留学生的招收和培养的良性循环。但就整体而言，全英文授课专业数量较少，课程体系

尚不完善，制约了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全面发展。

全面开设全英文授课专业需要建立一支与国际接轨的、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的、符合学校实际的优质师资队伍。但在队伍建设方面，尤其是能以全英文授课的师资队伍

建设还滞后于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速度，尚不能满足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需要。

２来华留学人才培养模式需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吸引更多优秀学来华留学生，提升来华留学水平，需要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人才

培养模式，破除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教育教学壁垒，打通留学生选课和中国学生选课环

节，让中外学生可以交叉选课，把留学生培养融入到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逐步实现中外学

生趋同化教育和管理。

３来华留学生的后勤管理模式有待改革和创新

学校留学生公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来华留学教育的发

展，需要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盘活社会资源，如低年级学生在留学生公寓居住，高年级学生

搬离公寓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实现住宿管理社会化。

参考资料：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

［２］　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教外〔２０１６〕４６号，２０１６－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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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范伟

一、“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是以经济和贸易作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

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设想。

“一带一路”地跨亚欧非，沿途连通中亚、南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共计６５
个国家，旨在通过促进经贸活动和市场深度融合，以共同利益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

经济合作，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相互信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这一宏大的世纪工程中，我国高校应该如何配合国家战略，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适应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积极的

探索实践。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高等教育首先和最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１］互联互通在各

个领域的实现，都离不开人。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或合作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需要众多工程技术、项目管理人才；中国企业和项目在国外落地，急需大量通晓所在国

语言、通晓当地政治、经济、风土人情、风俗文化的人才。

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开展的贸易和商务活动，需要大量的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

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一带一路”建设，还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

互通，需要加强增进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急需３个方面的人才：一是工程建设、技术管理和经济贸易人
才；二是懂得区域政治和秩序的人才；三是人文交流与合作人才。

培养适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的人才，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这是新

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主动承担的任务和使命。

高校首先应当着力扩大来华留学教育，特别是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招

生规模，培养适应需要的境外人才。［２］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

质量和服务水平。

高校应结合自身专业和学科优势，配合国家实现与“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的长远目标，进行统筹规划，着力开设一些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的

学科专业，做强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吸纳学生在这些学科专业学

习，使他们既能学好，回国后又能学以致用，充分发挥价值。

在培养过程中，要开设关于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国情教育等课程（如中国概况等课

程），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发展模式等各方面的

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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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目前，来华留学生教育呈现三个显著特

点：一是来华留学的学生数量和接受院校大量增加。

二是来华留学生的层次逐步提高，学科的分布在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已由有传统优

势学科的汉语教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医中药等专业向全方位扩展。目前，我国一些有

条件的高等院校，已经采取双语教学，以适应提高来华留学层次的需要。

三是来华自费留学生人数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已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９２％，来华留学
生的国别几乎覆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二、“一带一路”与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生选择的学习专业（院系分布）主要是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

和运动训练专业、民族传统专业等学科，几乎遍布我校的每个专业，只是以上几个专业的学

生人数更集中些，能够占到全校留学生人数的７０％以上，说明我校的优势专业还是很受外
国人欢迎的。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我校作为全国高校体

育专业的领军者，快速发展留学生国际教育，进一步完善一流大学综合教学体系成为一项迫

在眉睫的任务。

１努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我国接受了１７
万人来华学习汉语，在沿线国家共有４６万人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学习汉语。

我国大力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承诺每年

向沿线国家提供１万个奖学金新生名额。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
生达２０多万人。我国还支持中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２０１２年以来，共有３５１９万人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杠杆作用持续显现，奖学金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

成为国家战略人才和人脉储备的重要渠道。［３］２０１６年奖学金人数前１０位的国家依次为：巴
基斯坦、蒙古、俄罗斯、越南、泰国、美国、老挝、韩国、哈萨克斯坦和尼泊尔，“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奖学金生占比６１％，比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８４％。
２０１７年，我校筹资５００万元作为“一带一路”奖学金招收留学生，仅２０１７年９月就招收

了１００名沿线国家的留学生。２０１８年３月又招收了“一带一路”南美项目奖学金留学生３１
名，我校共招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１３１名：本科生：１０９人，硕士生１３人，博士生
９人，大大提升了我校国际教育的规模和层次。

２创造机遇，在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

我校印度尼西亚留学生盖哒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往返于家乡泗水市与附近马都拉岛之间

的不便：两地距离只有５公里，但只能靠渡船进行有限的联系和交往。修建连结两地大桥，
是当地居民的愿望。“现在在中国技术支持和两国施工人员合作下，苏拉马都大桥修建完

工了。交通便利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一带一路’提出后，两国的合作越来

越多，我国在华留学生毕业后会有更多机会。”盖哒说。

在泰国留学生梁祝看来，中泰两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潜力巨大：“泰国目前提出了

‘泰国４０’的发展战略，将加大科研力度，推动经济升级转型，这与‘一带一路’能够很好结
合。”微信、支付宝在泰国上线，并可支持泰铢结算；电商平台逐渐引入，改变着人们的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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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曼谷街头引入中国产电动汽车，并在泰国配备一卡通支付，梁祝和朋友们感受到了这

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前景广阔，这几年，两国在经济领域的

合作明显活跃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期待。”就读于我校的俄罗斯留学生澳航说。

我校巴基斯坦留学生穆罕默德·哈桑·拉乌夫认为，“一带一路”的底色是合作和包

容。他说：“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有差异，却是兄弟，去年两个国家一起修建了Ｍ４高速公路和
瓜达尔港。”、“中国很积极地与很多国家合作，带来的是共赢的局面”。

３“趋同管理”的同时，“严格要求，适当照顾”

我校在考虑到留学生的特殊性的同时，强调教育质量的普遍性，尽量与中国学生统一教

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考题，统一标准。同时，考虑到外国留学生在语言、文化和知识

背景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为了更有效地培养他们，学校在语言和专业学习方面都采取了一些

特殊的措施和办法。

在学习年限、补考重修等方面对留学生适当放宽，平时为他们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上课，课后安排有针对性的辅导活动。因此，在我校学习的学位留学生毕业率比较高。不少

人毕业后继续留在我校攻读高一级的学位；有些毕业生回国后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有些

在驻华使领馆或其他机构工作。

三、“一带一路”与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是中国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群体。根据日本法务省、文部科

学省统计，就日本前往各国的留学生人数来看，赴中国留学的人数位居第二位，达到

１３８０６人。
据韩国方面统计，目前在韩国学习中文的在校学生已经有１３万之多。很多韩国人认识

到只有获得中国市场，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韩国人到中国留学的势头越来越大。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到中国留学会一浪高过一浪。为了提供更适合留学生学习的环

境，北京市政府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为外国留学生就学、居住、勤工助学等提供便利条件。北

京市已经设立政府留学生奖学金，并倡导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以吸引境

外优秀学生来京学习。我校也建起了新的留学生大搂，扩大了接受留学生的能力。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显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留学生
接收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来华留学生增长的主要动力。２０１６年，“一带一路”沿线国
的来华留学生增长了１３６％。

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来华留学生达４４３万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有
２０８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４６９２％。

报告称，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１６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从１１１万人增长到４４３万人，增长了
近３倍，同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长了７３倍多。东南亚国家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是中国最主要的留学生来源地之一。

来华留学教育是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国际化人才和智力资源的主要路径。
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来华留学教育规模增速的主体支撑，但还
存在以非学历教育为主体、学历层次较低、奖学金总量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来华留学学历

教育内源性牵引力不足等结构性失调问题。

要切实发挥来华留学教育对战略实施的支撑功能，应当确立来华留学教育在＂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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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坚持经济取向的＂集群化＂发展策略，创设具有倾斜性与导向性的
外部制度空间和政策环境，强化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建设，不断增强来华留学教育自身的吸

引力。

到２０２０年，我校的长期留学生将达到１０００人以上（学历生），同时，也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创
新思路，如在完善预科教育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来华留学人员进入本科专业学习标准；鼓励

来华留学教育机构积极探索，进行学历教育弹性学制试点，以多种形式将来华留学教育延伸到国

外；支持高等学校着力打造汉语授课品牌专业，开设一定数量的英语授课学位课程。

四、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办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分校或者教育

基地的国际影响力和基础。［５］目前，我国已有部分高校实现了走出国门办学，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如已获得教育部批准的北京体育大学法国夏斗湖校区都是国内高校在境外办学的成

功范例。

我国目前已经与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４１个国
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定，与境外的多所学校签署了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协议。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哈萨克斯坦、泰国、约旦等１０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
外办学邀请。国家也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增加对教育投入，鼓励国内高校设立和拓

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项目，包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海外分校或办学

基地等。

高校除了在境外自主办学，或与国外大学开展教育合作、联合培养，还应加强与产业的

融合与发展，包括与我国高铁、通讯等“走出去”的行业和企业实行联合办学。

根据统计，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有１万多家，分布在水电、通讯、铁路、建筑
等多个行业领域，有较大的对当地人才的需求。高校可以加强与这些境外中资企业的合作，

有针对性的开发适应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项目，进行订单式培养。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把培训做到企业或者项目建设所在地，把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和企

业业务、项目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企业培养适应其运行和发展需要的本土化人才。结合我

校的特点，推广中华民族传统项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体育人才。［６］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也对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使命。高

校应当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培养适应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的人才，为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　郑刚、冯乐．“一带一路”战略与来华留学生教育：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的数据分析［Ｊ］．留学生教育，
２０１６（０４）．

［２］　王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本定位与应对策略［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０８）．
［３］　丁笑炯．来华留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基于上海市四所高校的数据［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０

（０６）．
［５］　郭丽，姚晓群，赵海涛．新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现实挑战［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６（１４）．
［６］　杨大伟，杨升荣，刘俭．新时期高校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对策研究［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６（０５）．

（作者范伟，系北京体育大学副研究员，从事留学生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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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日，全国留管学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的
第５２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上举办“学在中国”系列活动，分享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来华留学发展的成就，检验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成果，研讨当

前来华留学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共谋未来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为进一步丰富国际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的体验，展示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

提质增效的成果，１０月２０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协办，北京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会承办的“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学在中国’全国来华留学博士生论坛”在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

２２名来华留学博士生在论坛上报告自己的学术成果，分享自己如何利用资
料、实验条件、如何与导师合作、合理安排时间、克服和解决在科研中碰到的难

题等，以及自己在治学方面独特的经验和方法，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心得体

会等。

本刊选取了部分来华留学博士生在论坛上的发言文稿刊登如下，以飨

读者。

我的在华留学经历和科研前景分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伊万·沙拉法诺夫（哈萨克斯坦）

引言

从历史上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国家时代后，很多东西都被“国界”所区隔，如人

员、物资、资源、资金等。但是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又需要人员往来、商品交

换、文化交流、货币流通等；所以又构建了很多互联互通机制。

相比之下，教育和科学是受国界限制最小的领域之一，这是由教育和科学的本质与特性

决定的。教育的宗旨是创造与传承文化，是致力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文化只有在交流交融

中才能发展，而科学的探索更没有国家的边界。

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人员流、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在
全球循环的速度不断提高，范围不断加大，使得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核心理念，就是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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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需要通过文化、科技、教育发展的互动，将和平和共

同发展理念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对我们这些从全球各地来华求学的留学生来说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延伸的“第一站”。近年来，中哈两

国不断扩大和深化在经贸、能源、产能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了发展战略的对接。但我认为更

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人文、文化和科学交流在不断地加强。

根据于２０１７年公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可知，２０１６年来华留学的哈萨克斯坦籍学
生人数已达到１３９９６人（占全部国际留学生比例３１６％），该规模在来华留学生国别中排名
第８位。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留学生人数，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也占较
大的比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精英人

才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已步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人说，“在农耕时

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对我来说，来到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开放最前沿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

位，进行科学研究，不断向中国专家学者学习并借鉴宝贵的研究经验，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

财富。

下面我将就个人在华攻读专业、学术背景、研究工作经历及主要科研成果、科研能力、攻

读博士期间参与的主要学术论坛及其他研究活动等方面做基本的陈述，请审阅并考察。

一、在华学习和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自从２０１６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以来，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习和科研生活十分
丰富，学校经常举办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邀请来自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给我们介绍

各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气氛及中国政府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下，除了认真学习高级宏观经济

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ＷＴＯ与中国及国际投资与企业管理等
相关的学位及选修课程，本人还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即结合自己的

语言和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学术论坛做主

题发言并与国内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１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文章

对于博士生而言，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就意味着得到学术界对其长

期研究课题的认可和肯定，鼓励该博士生的后续研究及深造。反过来对于一名外籍博士生

而言，这不仅是其专业和研究能力的考验，更是一种中文写作和表达能力的挑战。由于编辑

部的老师和文章评审专家不知道本文作者是外国人，所以语言往往是外国博士生需要一直

努力的方向。

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之后，本人跟着导师开始研究数字产品贸易主要壁垒及其发

展演变情况，发现目前世界各国在强调数字产品贸易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同时，为了保护国

内信息行业发展和数据流安全，开始设置相关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这种情况使得有

些双边和多边贸易组织纷纷提出与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规定和措施，尤其是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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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性贸易组织将在这方面会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分析世界数字产品贸易现状及其主要壁垒的基础上，本人利用 ＷＴＯ及其他国
际协议相关的规定，试图初步构建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基本合作机制，并对其可行性进行简

要分析。

上述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发表在国内权威的核心学术刊物上，同时也为本人的博士论

文题目的选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提供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资料支撑：

（１）“ＷＴＯ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机制研究———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
究”发表在全国ＣＳＳＣＩ中文权威核心期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２）“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发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文
学术刊物《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ＴＯ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除此之外，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为我
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该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攻读博

士期间，本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和专业优势，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工业化等中微观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发表在中国权威及省部级以上的学术刊物：

（３）“‘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产业投资环境研究”发表在 ＣＳＳＣＩ中文核
心期刊《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４）“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评价及风险研究———基于６９家中资企业调查研
究”发表在ＣＳＳＣＩ中文核心期刊《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５）“哈萨克斯坦入世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影响分析”发表在《新疆财经》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根据以前发表的关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合作研究，本人于２０１７年２月出版了一本
专著：《“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产业投资环境与中国企业投资风险规避研

究》。

２．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学术研讨会和论坛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不仅是学习最前沿理论和知识的机会，但同

时也是锻炼使用学术语言沟通并完善自己科研成果的重要环节。每次在论坛或者分论坛做

主题发言的时候，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会很直观的找出研究的问题和漏洞，这对于完善自

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具有巨大的帮助。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内，本人先后参与以下学术

研讨会和论坛：

（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作为嘉宾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区域经济学
学科建设年会”，并在国家空间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分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与来自全国各地

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①

（２）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作为嘉宾参加了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一带一

８４

① 第十五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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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士论坛”在投资与安全分论坛上做了主题发言，并取得优秀论文奖；②

（３）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作为嘉宾参加了由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经贸航运
法律发展与地区安全高峰论坛并在分会上做了主题发言。③

３．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课题研究

攻读博士期间，本人积极参与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疆）与周边国

家的能源与贸易互联互通建设战略研究》（１３ＡＺＤ０８３）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
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安全机制比较和整合研究》（１４ＺＤＡ０８８），与两项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依
次发表在全国ＣＳＳＣＩ中文核心期刊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项目：“哈萨克斯坦纺织服装业的现状、

潜力及对中国投资者的机遇———基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ｔｔｅｒ钻石竞争力模型的研究”
（１７ＧＢＱＹ１２３），本人是子课题主持人，已顺利完成。

二、在华学习方法和科研经验分享

选择一种合理的、实用性较强和明确的学习方法，是每位在华博士研究生的首要任务及

做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根据多年的留学经验，本人总结了几种方法：

首先，在认真学习学校规定的培养方案所包括的课程之外，还得抽时间旁听对自己研究

方向很重要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甚至其他高校课程）。任何专业的课程计划会尽可能

包括本专业必须学到的基本课程。但是为了应付当前对学术研究水平愈来愈高的要求，外

国博士生应当审时度势地学习更多新的课程和知识，不断充实和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

其次，关注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演变。在当今数字化

时代，博士生只要掌握相应的资料来源，完全能够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自己研究领域最新的科

研动态。因此，这种留学生在学习或者做科研过程中永远不会落伍，反而会走在他所研究领

域的最前沿地带。

再次，外国博士生不应该害怕用中文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我认为来到中国留学除了

认真学习自己专业之外，还得全神贯注不断提高自己汉语表达、阅读和写作能力。学习汉语

是一个充满挑战、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过程，所以很多博士留学生会选择英语授课去学习和做

研究。

众所周知，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学习中文极其

重要。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当前中国科学家在很多学科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为全球的发展

做出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

因此，为了更好的向中国学习、借鉴成功的科研经验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来华博士生应该积极使用中文做研究并将其成果公开发表。

最后，做科学研究时仅仅努力完成每项任务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针对以前的研究

成果及当前的研究过程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大多数情况下，完成一项课题或者发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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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学术论文之后，很多人不会回头反省自己的观点和得出结论。

如前所述，由于科学研究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地更正或者补充以前的研究，以便使其

尽量接近于现实并能够反映实际情况。

三、对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感想与体会

自从来华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我在两年时间内真正体会到了中国高校培养博士生的水

平和层次。

首先，令我最敬佩的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很多申请科研基金和研究项

目的机会。若有足够的能力和学术水平，在校博士生完全可以申请相应的科研基金并开展

其感兴趣的领域研究。这不仅可以刺激学生尽早进入科研工作阶段，同时也可以减轻伴随

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资金经费等压力。

其次，很多研究机构鼓励青年博士生参与国内外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中国博士

生培养过程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让学生了解到当前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形式。此外，中国

高校也会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用英文进行讲学，这对于刚入学的国际博士生来说极其重要，因

为他们的汉语水平普遍比较低。

再次，导师及其他老师对留学生的关怀和重视为国际博士生创造了十分友好且充满科

学精神的氛围。此外，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质量和互相理解也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

关键的因素。

在这方面，中国高校的老师乐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入学之后应该做什么、重视

哪些领域并最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尤其是指导老师在百忙之中会抽时间跟学生讨论

在科研所遇到的困惑，对我们留学生博士来说具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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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布英娜（蒙古国）

引言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理论阶段到实践转变的桥梁，有助于我们深刻

的认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实质，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发现新问题。

同时，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在数量上能反映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规模，在质量上能反映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在层次上能反映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水平，并兼有描述、评价、

解释、预警和决策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目前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运行状况，帮助我们认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助于制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从

而促进蒙古旅游可持续发展。

根据旅游可持续发展内涵，评价目标和对象，我们认为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应该包括５
个方面的内容：

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效益、速
度、结构等进行分析评价。

２旅游生态可持续性评价。旅游生态可持续性评价应该包括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
多样性评价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等几个方面。

３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应该以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为目标，
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正、社会安全、文明等作出判断，分析旅游业发展中的社会效益状况。

４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由于旅游可持续发展是由旅游资源系统、旅游经济系
统、旅游接待设施以及相关的支撑保障系统组合而成的综合系统，在进行经济、生态、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协调性评价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整体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做出综合评价，把握

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潜力，并预测其趋势。

一、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出发，根据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对象

和内容，遵循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由于蒙古国没有系统完善的旅游可持续

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因此，借用了王良建（２００１），牛亚菲（２００２），李星群（２００４）等中国学者
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设计蒙古国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利用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评

价指标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

以蒙古国评价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对旅游的支持，旅游

业发展现状，旅游业发展趋势，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为四个第一级指标。第二级指标

包括旅游基础系统，旅游支持系统与旅游与协调系统三个复合指标共有选取４５个。

二、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构建如下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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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 级 指 标

蒙
古
国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评
价

经济，社会，环境和

基础设施对旅游的

支持

旅游业发展现状

旅游业发展趋势

旅游与经济，社会，

环境的协调

人均 ＧＤＰ
地方财政收入

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中的比率
刑事案件发生率

旅游地居民教育水平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当中的比例

废气处理率

固体废物处理率

废水排放达标率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 ＧＤＰ的比率
游客运输量

旅游区水资源供给能力

旅游区的能源供给能力

社会通讯水平

公路的总里程

国内旅游收入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旅行社数量

星级宾馆数量

旅游资源的数量

旅游资源的等级

旅游资源的特殊度

水质等级

大气质量等级

自然保护区面积

国内旅游收入指数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指数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指数

旅游区供水能力指数

旅游区用能源供给指数

公路里程指数

水质量等级指数

大气质量等级指数

自然保护区面积指数

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例
旅游就业人均创收与人均 ＧＤＰ的比例
旅游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

旅游就业人数指数

环境保护资金投入量变化率与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率之比

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率与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率之比

污染物处理能力增长率与旅游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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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由ＴＬＳａａｔｙ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一种多层次权重解析法。
它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各种决策因素，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

在社会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该方法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

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以后，上下层次之间元素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接下来需要

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进行层

次内元素权重确定。

假定上一层元素支配的下一层元素有ｎ个，则ｎ个元素构成了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Ａ＝ ａ( )

ｉｊｎ×ｎ，其中ａｉｊ表示元素ｉ与元素ｊ的重要性之比，则元素ｊ与元素ｉ的重要性之比为

ａｊｉ＝
１
ａｉｊ
。如果向量ｗ＝ ｗ１，ｗ２…ｗ( )

ｎ
Ｔ满足：Ａｗ＝λｍａｘｗ

其中λｍａｘ是矩阵Ａ的最大特征根，则ｗ为相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之后的ｗ可以作为权
向量。这种方法叫做特征根法。本章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确定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权

重。判断矩阵Ａ确定后，需判断矩阵是否一致的。如果出现“甲比乙重要，乙比丙重要，而
丙却比甲重要”的判断，一般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综合评价方法（参照王良健教授分级方法）：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

单项指标，都是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要想反映全貌还需进行综合

评价，本次研究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即常用的综合评分法，期函数表达式为：

Ｙ＝∑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Ｉｊ×Ｒｉ）×Ｗｉ

式中Ｙ为总得分（即综合评价值）；Ｉｊ为某单项指标的评分值 （计算方法同前）；Ｒｊ为某
单项指标在该层次下的权重；Ｗｉ为四大因素的权重。同时根据事物的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
段论，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划分为旅游可持续发展准备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基本可持

续发展阶段和旅游可持续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

这样就把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远大目标，分割成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有助于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分段实施和重点突破。旅游可持续发展评判标准：

表２

综合评价值 Ｙ（％） ＜５０ ５０～７０ ７０～８５ ＞８５

评判标准
可持续发展

准备阶段

初步可持续

发展阶段

基本可持续

发展阶段

可持续

发展阶段

四、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本文构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四级。第一级指标为旅游可持续发展

综合评价指数。第二级指标包括旅游基础系统，旅游支持系统，旅游协调系统三个复合指

标。第三级指标包括个子指标，每个指标表述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其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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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特征。第四级指，共有４５个。
层次总排序：

根据层次各因素对于上层次各因素的单排序权值的计算结果，用上层次各因素的组合

权值加权，即可得到下一层次各因素对最高层次的组合权值。依次沿递阶层次结构由上而

下逐层计算。可以计算出底层因素相对最高层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权值。结合上面

各层次的单排序权值，可以得出层次总排序。

表３　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层次总排序

指标

经济，社会，

环境和基础设施

对旅游的支持

旅游业

发展现状

旅游业

发展趋势

旅游与经济，

社会，环境

的协调

０３４１７ ０２０６３ ０１６４６ ０２８７５

总排序结果

人均 ＧＤＰ ０１１３８ ００３８９

地方财政收入 ０１０６５ ００３６４

第三产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２８３

刑事案件发生率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１８４

旅游地居民教育水平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１１３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

人数当中的比例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２０３

废气处理率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２６７

固体废物处理率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１８０

废水排放达标率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１８７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ＧＤＰ的比率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２５０

游客运输量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１１７

旅游区水资源供给能力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１９８

旅游区能源资源供给能力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２９４

社会通讯水平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１８２

公路等级总里程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２０４

国内旅游收入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１１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１４１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０１４３５ ００２９６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０１２５４ ００２５９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０１０７９ ００２２２

旅行社数量 ００９３２ ００１９２

星级宾馆数量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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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指标

经济，社会，

环境和基础设施

对旅游的支持

旅游业

发展现状

旅游业

发展趋势

旅游与经济，

社会，环境

的协调

０３４１７ ０２０６３ ０１６４６ ０２８７５

总排序结果

旅游资源的数量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１５４

旅游资源的等级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１５４

旅游资源的特殊度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１５９

水质等级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０９８

大气质量等级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０９８

自然保护区面积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８７

国内旅游收入指数 ０１２０８ ００１９９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 ０２０３７ ００３３５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指数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８３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指数 ０１６０８ ００２６５

旅游区供水能力指数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１３２

旅游区能源供给指数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１４５

公路里程指数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１４６

水质量等级指数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１１６

大气质量等级指数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１１６

自然保护区面积指数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１０９

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例 ０２８５４ ００８２０

旅游就业人均创收与人均 ＧＤＰ
的比例

０１５７６ ００４５３

旅游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的比例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２５０

旅游就业人数指数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１９９

环境保护资金投入量变化率与

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率之比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３２１

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率与旅游

总收入的增长率之比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３２１

污染物处理能力增长率与旅游

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之比
０１７７２ ００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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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评价

综合以上三部分内容最终得出研究需要的各种指标数据如下：

表４　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对旅游的支持层次指标数据表

指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人均 ＧＤＰ　　 （美元） １９９８７２ ４２４９ ３１６４

国家财政收入（百万美元） ５０８２５２ １０９９９７０ ８９２６５３

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中的比率 ５２３ ５４２ ５１８

刑事案件发生率 （件／万人） ７７６６ ７７０３ ８７０８

旅游地居民教育水平（１２年义务教育毕业百分比） ８７１ ８７５ ７１９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当中的比例 ４６９ ５０９ ５０５

废气处理率 １５ １８ ２０

固体废物处理率 １１ １４ １６１

废水排放达标率 ９８５ ９８ ９６９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 ＧＤＰ的比率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０

游客运输周转量（百万人公里） ３６０７２７ ４９７２４１ ４０７２６４

旅游区水资源供给能力　　　　 （％） ８５ ８８ ８４

旅游区的能源供给能力　　　　 （％） ７２ ８０ ９５

社会通讯水平（移动电话保有量－台／每百人） ６５４９ １１９４７ １０８０７

公路等级总里程（柏油路）总公路４９２） ４６０ ６８２ １０８３

表５　旅游业发展现状层次指标数据表

指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国内旅游收入　　　　（百万美元） １５７６０ １７９７７ １０６６３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千人） ９８５０２ １２５８３６ １３３２８４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 ２３６ ２８５ ３１２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千人） ４４６３９ ４７５８９ ４０４１６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美元） ２７４９８ ２６７９９ ２４１０１

旅行社数量　　　　　　 （个数） １８５ ２２６ ２７４

星级宾馆数量　　　　　 （个数） ６ ８ １１

旅游资源的数量　　　　 （个数） ４４ ４４ ４４

旅游资源的等级　　　　　（％） ９０ ９０ ９０

旅游资源的特殊度　　　　（％） ９５ ９５ ９５

水质等级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大气质量等级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自然保护区面积　　　　　（％） １３５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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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旅游业发展趋势层次指标数据表

指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国内旅游收入指数 ３０８ ２７５ ０６１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 １９４ １６９ １１３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指数 １５２ １２８ １０６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指数 １４９ １０７ ０８５

旅游区供水能力指数 １０２ １０４ ０９５

旅游区用能源供给指数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１９

公路里程指数 １７４ １４８ １５９

水质量等级指数 ０９６ ０９４ ０９８

大气质量等级指数 ０９５ ０８７ １１６

自然保护区面积指数 １０４ １３２ １００

表７　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层次指标数据表

指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例 ７５１ ３９０ ０４４

旅游就业人均创收与人均 ＧＤＰ的比例 ９０１ ７５８ ９０３

旅游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 ６５２ ６２１ ９５７

旅游就业人数指数 １３０ １２３ １７５

环境保护资金投入量变化率与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率之比 １２５９ ８３７１ ４３１

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率与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率之比 １３６ １１７ ０５５

污染物处理能力增长率与旅游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之比 １４９ １５３ ０２２

表８　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评价因素

经济，社会，环境

和基础设施

对旅游的支持

旅游业

发展现状

旅游业

发展趋势

旅游与经济，

社会，环境

的协调

综合评价

结果

２００８年得分 ２５６ １７ ２６６ １７ ７０９

２０１２年得分 ３６３ １８７ ２３７ ３６ ８２３

２０１６年得分 ５７ １８４ １７ ０８９ ９３２９

六、结果分析与评价

指标权重的说明：

本文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级体系研究当中构建了两个等级结构，进行了定量与定

性研究。从一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来看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对旅游的支持的所占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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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最大，达到了０３４１７，其次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的等级权重权重为０２８７５，旅游业发展
现状的的权重排在第三，权重为０２０６３，最为弱的旅游业发展趋势权重为０１６４６。

说明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对旅游的支持最大，有着重要的影响，支持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发展基础设施的优化与改善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从二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来看，经济，社会，环境协调中的人均 ＪＤＰ的权重最高，达到了
００７３２；其次旅游发展现状等级中最高的权重为旅游外汇创收的权重占比较高，权重为
０１４３５，这说明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现状中，国际旅游和创汇起到很好的作用，带动了蒙
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在旅游发展趋势指标等级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的权重最高０２０３７，预测旅游可持
续发展趋势当中国际游客的进入仍然起到带动作用。

在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等级中旅游总收入当中的人均 ＧＴＰ指标权重占最高
０２８５４，说明人均ＧＴＰ在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关系中起到的相对领头作用。

总结

１环境方面

蒙古国旅游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方面得分最高，尤其在资源环境质量方面。这说明蒙古

国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上资源优势相当明显。在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质量方面得分较高，反映

了蒙古国政府对草原旅游支持力度很大，给予政策和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持；而且交通通讯便

利，基础设施完善，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投资环境优越，形成了良好的多元化投资环境。

２经济方面

在三项得分中，蒙古国旅游发展在经济方面得分最低，尤其在草原旅游经营方面。这说

明，蒙古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吃，住，行，游，沟，娱乐尚未形成配套体系。各旅游景区

开发建设滞后，投资不足，许多有价值的景点未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微观经营主体经营上

的低效率问题严重。

目前蒙古国现有的草原旅游经营仍主要是个体经营，尚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以草原旅游

开发与经营为主的现代企业，更没有形成企业群体，部分宾馆，餐饮等娱乐设施不能及时更

新，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的需求。草原旅游经营的低层次化明显，企业化运作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管理体制不协调，市场运作机制不完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高效可行的区域经

营制度和操作环境。

３社会方面

蒙古国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旅游管理体制问题亟待解

决。蒙古国旅游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经营体制对草原旅游产业整体功能的发挥有一定的制约

性。草原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矛盾日渐突出。

一是，一部分牧民户因静音得法而迅速富裕起来，与当地其他牧民的经济收入拉开了距

离，导致没有经营旅游的牧民户心理失衡，对游客的态度不甚友好，从而影响游客对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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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感受。二是旅游经营户之间因相互竞争而产生矛盾，如争取游客，经营者之间相互诋

毁，影响旅游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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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学习经验分享　　

我来中国留学比较早。２００４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工作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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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０１４年，我又到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当了我导师马波教授的博士生。
马波教授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中国专家之一，我非常幸运能在马波教授的指

导下进行我的科研工作。我的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学，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我的学习机会，也非常珍惜在青岛大学学习的时光。今天，我有

一些关于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经验想跟在座的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在中国学习，尤其是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性学习，

比如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中文是必须要学好的。学习中文没有捷径，需要付出努力

和汗水。要多读书，多读与专业有关的文献，多与中国朋友交流，锻炼阅读、理解、书写及口

语能力。这样在学习和做研究的过程中才不会吃力。

其次，要多与自己学校主管留学生工作的老师沟通，及时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各

种交流信息，如研讨会，论文答辩会等，尽量多参加这些学术活动，增加知识积累和实际经

验。在研究课题或论文的进展过程中，要多与同学沟通交流，有问题要及时跟指导老师求

教，经常跟指导老师汇报进展，听取意见并落实。

最后我想对中国政府和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培养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中国政府为来自各国的留学生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包括不同种类的奖学金用以协

助国际学生完成在中国的学业，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中有很多也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不

同形式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而我个人也是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这些年的学

习。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开放的、包容的国家，应该获得所有国际学生及其母国

尊敬的国家。

国际学生在各大学中也得到了学校非常细致的照顾和帮助。我自己的经验是，主管留

学生事务的办公室老师们都非常耐心、热心地讲解问题，在生活和学习各方面给与了很周到

的帮助，小到宿舍钥匙，吃用住行；大到出入境回国等旅程安排。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都

会得到办公室老师的指导帮助，可以说是国际学生的生活导师，而学校为留学生配备的专业

导师也都是专业素质过硬的老师。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留学生培养工作真正做到了给留学生创造了家一般温馨的生活

环境，学术氛围浓厚的学习和科研环境，这一切都在广大国际学生中取得普遍的共识。我相

信在这样一种温馨，温暖，温情的大环境中，国际学生们一定都会珍惜在中国留学的时光，刻

苦努力，圆满完成学业。

（作者介绍：布英娜，１９７７年出生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１９９７年赴中国留学，本科毕业
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是博士研

究生，就读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

（导师简介：马波，系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７０余篇，出版著作３部，主持研究课题２０余项，
获省部级奖励成果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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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市华人社会文化变迁问题初探

广西民族大学　何逸恒（马来西亚）

一、选择缘起

本人是马来西亚第三代移民，祖籍中国广东省广州增城，客家人，而外婆外公故乡则是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北流。本人母亲是马来西亚某华文小学退休副校长，自小耳濡目

染，对中华文化与华教充满热忱。

深知中国已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中文的使用价值高，国际话语权日趋加强。同时，中国

也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增进各国感情、了解与友谊，以期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从外派教师志愿者、海外发展项目、协助各国在工程、人力等的合作、学者交流，再到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倡议与举措，无不凸显中国的友好与友谊之手。而多年来，设置国

家政府奖学金资助世界各地优秀学生到贵国学习，培养人才并促进外交与中华文化的推广，

值得钦佩。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与文化，各族保留不同语言、文化、教育媒介语。根据马国统计局网

站在２０１１年７月份公布的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华人人口愈６４０万人，人口的百分比上，首次
低于２５％。虽然如此，先辈对文化与教育的珍惜和坚守，促使拥有与保留自身独特文化和
习得汉语汉字。

现在，青少年遇方言与身份危机，祖籍说成福建士姑来（马国一小镇）（
#

春梅，２０１１）。
洪丽芬（２０１０）在文中提及，现今城市家庭日渐趋向汉语和英语为沟通语言，祖籍方言已逐
渐淡出人们的日常日活，方言会在城市地方遭到遗忘，最终一些地方特

$

色彩销声匿迹。

笔者就曾在吉隆坡和新山等马来西亚城市听到中学生或是小学生和祖父母在争拗，自

己不是中国人后代，而是马来西亚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新加坡。在这前提之下，这些新

一代新马华人，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民族、社会地位和文化？是否知道自己的根源地？

这些问题亟需了解，找出对策。

海外华人研究专家王庚武教授（１９９４）就曾指出，东南华人具有多重身份认同，他将影
响东南华人认同的资源分成：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村社认同、族群性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

同、阶级认同等。身份认同是一种可以让一个人证明自己言行和认可的方法，它可以通过生

活环境和文化定位的不同，使一个人对自己身份产生不同理解和调整。

若论及身份认知与认同，无可避免的会
%

及文化与习俗，但马国政府商业化与融合化节

日，让新一代华人只知其形不知其意，笔者就曾听见年轻一代把端午节说成“粽子节”或“赛

龙舟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冬至成了“汤圆节”等等。需知，文化与身份认知同行为、观

念、思维息息相关，所以有必要通过文献研读、问卷调查、专题访问等进行专题研究。

笔者在广州暨南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是《马来西亚华校学生华文学习与中华文化传承

调查》，本研究题目属于指导老师宗世海教授课题的一部分。课题名称：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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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之子课题４
“华文教育在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所以继续深造博士研究生时，希望更进一

&

对民族、社会与文化相关的课题做研究。

基于自己想到外公外婆源生地学习，了解他们生活的地方，更能接近广西老家的亲戚朋

友，在网上查询资料，发现广西民族大学民社院的师资雄厚、学术科研水平优秀，在核心期刊

发表不少文章和著作、拥有不少国家重点或一般项目在进行。此外，广西民大在美丽且地理

位置得天独厚的南宁市，与东南亚关系密切。

有鉴于此，在申请中国政府本奖学金时，毅然决定选择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深造，除了提

升对当地的认识和在贵校的学者、专家提点与传授专业知识，针对有关民族与文化、海外华

人与华侨的课题进行多方角度与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学习方法与成果

在博士研究生求学期间除了专业课和必修课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勤做笔记，和任课教授

交流提出个人观点，还得多上网在各大院校和或电子图书馆检索中外书刊，也参加校内外的

讲座、论坛、座谈会等。

此外，还要时时关注国内外学者、研究生的动向和研究成果，积极了解相关研究前沿、前

人结晶和吸取各方经验，绝对是必要的。如果情况允许，在参会时与其他学者交换联系方

式，可以网上进行交流和听取各方意见，共同解决学习上的难题和调研时所遇到的疑难

杂症。

与此同时，也与相关专业学者老师交流讨论，是提升自身学科的知识，而与不同领域学

者老师交流，则是可以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撞击，以他们另外一个角度立场的思维和观点，冲

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得到多方面的见解。

再者，在学习期间多与同学进行讨论，分享、多听各方意见和听取不同国家的同学情况。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他们的知识和看法，对学习、知识、视野、研究方法、如何解决研究时

遇到的难题，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成果，２０１７年第二学期，在导师的带领下，与研究生师弟妹一同前往广西壮族自治
区容县“侨中侨”的杨梅镇，在镇辖下的义合村进行了１０天的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一份３万
字的调查报告。

另外也对毕业论文田野点进行了两次深入调查（约两个月），正在撰写一份至少３０万
字的调查报告，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并准备撰写毕业论文。

笔者研究的海外华人是居住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文冬市的华人。据文平强的调查，马来

西亚的广西籍华人分布在彭亨、霹雳以及柔佛，而彭亨与霹雳的人数居多，各拥有两万和一

万人，占了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的６０６％。而马来西亚统计局网站２０１１年７月份公布的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彭亨州文冬市的人口为１１４，３９７，其中华人人口是３８，０９４，约占３３３３％。
而在这３８，０９４人中，主要是由广西人、客家人、广东人、福建人、海南人组成。龚维玲的调
查，广西人占文冬华人人口５０％以上。

其实，各方言群的先祖从中国迁移到马来西亚并在当地生根发芽，伴随着华人一起“越

洋”也包括由祖籍地传承过来的传统文化，华人是如何利用这些传统文化的组织原则和文

化规范，在当地社会文化重建一个不同于祖籍地的华人社会，也值得我们深度探究。

而在华人社会在传承与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族群（包括方言群）进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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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传统文化在与周边族群交往过程中发生变化，和其社会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与变化。

笔者认为，探讨研究文冬华人社会变迁，可以了解当地华人方言群的移民史、变迁过程、

原因和现状，进而探索其与周边族群的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现象的相互关系。对促进其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通过记录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可以为保护与传承华族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以社会变迁理论和文化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参与观察及深层访谈的调

查研究方法，对文冬华人社会文化变迁问题进行客观分析。

针对文冬和马来西亚广西社会的文章不多，陈昌榜的《马来西亚文冬的广西籍华侨华

人》记录了文冬广西人早期的人数，同时梳理了生计、生活面貌、移民途径和理由。让笔者

可以更深一层了解前人的面貌，历史资料对论文研究影响甚远。

另外，关于马来西亚广西社团组织的论文，分
$

有陈丙先与赵松月《马来西亚广西籍华

人社团研究》、王琛发的《清末以来广西人开拓马来半岛的历史生态》、梁炳猛的《略论新时

期广西华侨华人社团变迁》，分
$

记录广西人社团在马来西亚的当地的数量，并讨论社团组

织最初设立时的功能至现今功能的变迁。

三、论文研究目的

首先，对文冬华人社会文化形成过程，在论述的过程中追溯华人移居到当地的原因和历

史发展过程。

其二，了解当地各方言群的社会面貌、生活习惯与习俗等各方面考察，运用社会变迁和

文化变迁理论研究和梳理当地华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和调适。

其三，以社会文化变迁为主线，分析在这条主线下文冬华人（各方言群）的生活方式、传

统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特点、特征，发掘其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引起文冬华人对

自身文化的认识，进而提高自信和增加竞争力。

四、论文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文冬华人的历史资料、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关注前沿研

究动态，查询收集关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冬华人、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以及田野调查点等相关

资料，为田野调查的顺利展开提供帮助。此外，亦是为本论文提供背景知识及理论基础，填

补实地调查的不足，进而形成对当地华人社会变迁有清楚认识。

２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法

通过深入当地社会，参与到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近距离直接观察、体会，获取第一手资

料的重要研究方式，有助于文章的撰写及第一手资料的获得。

３深度访谈与分析法

对当地方言群或社团组织领袖、老中青居民，进行深度谈，了解变迁的过程与影响，同时

提醒自己在“他者”与“我者”的身份穿梭，主客位的研究角色把握到位。再者，通过定性描

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如运用了大量的入户访谈资料和照片，还运用地方统计资料

进行了统计分析。

４跨学科综合考察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经验从总体上对文冬华人变迁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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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研究意义

１学术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马来西亚文冬华人社会、或是以广西人移民人口为占多数地方的研究

较少，笔者文章研究马来西亚文冬华人（广西人居民占半数），可以为学界增添有价值的田

野调查材料。

此外，本研究也可丰富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不同方言群的研究内容；另外，华人社会文化

变迁研究涉及社会、文化、经济、风俗、教育等多个方面，笔者的研究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拓

展了学术界关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可以丰富华人社会变迁研究中的资料。

２现实意义

通过对文冬华人社会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整理资料并结合已有文献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多元文化中的华人族群在语言、饮食、婚俗、节日中，体现的传承和变迁，为全球华人群体传

承自身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提供参考，有利于新生代华人保持自身文化和民族性，从而保持族

群生命力。

由于华人是马来西亚三大族群之一，研究文冬华人社会文化变迁，不仅可以增强社会对

文冬华人（各方言群）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为发展当地社会、文化、经济事业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意见。

１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不少，但多是集中在华人文化
的整体研究，以往的研究没有太多聚焦在马来西亚文冬市，或是以广西人居多的地方的社会

文化变迁问题上，一般关注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柔佛、北婆罗洲（沙巴和砂拉越）的华

人身份认同、国家建构、闽粤两大移民群的问题上，所以本研究对象特指一个以广西移民居

多的文冬市，对当地华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研究。

本研究力图在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文冬华人社会的转型，考察

文冬华人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进一步深入分析社会转型的现状与特点，并且探讨其在全球

化背景之下的发展趋势，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２从研究视角来看，文冬具有典型性，是一个广西移民聚集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重要
“广西村”，但是学者对马来西亚广西人的研究较为薄弱，至今尚未发现有一部相关学术著

作问世，相关论文也非常少。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可谓填补了一个空白。此外，本研究主要是多视角，包括从历

史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和考察文冬华人社会转型的

历史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３从应用性来看，本研究的田野点是马来西亚文冬市，是有名的广西移民城市，其社会
文化的发展与其他族群其他方言群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在面临着各种挑战之下，是如

何保持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适应时局，对研究十分重要。

因此，研究马来西亚文冬市华人社会文化变迁，不仅可以通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现

象，更是能丰富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华人社会的研究。为社会大众、学者等，了解文冬华人现

状以及存在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

六、问题与对策

近二十多年来，文冬华人社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全球化、经济发展、发展趋势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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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型，致使原本以锡矿、农业和原产品为经济来源的文冬市失去了竞争力。再加上文冬市

毗邻首都吉隆坡，一小时车程已达，该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外资企业多、就业机会远远大于

文冬。

年轻一代想要接受高等教育、寻求个人发展等机遇，带动了大城市的发展，但也促使了

农业、矿业为主的文冬经济动力逐渐丧失，削弱了吸引力，在大城市受教育或发展的年轻一

代甚少回到文冬发展，造成人口流失往外迁移。

当地政府应该针对性的研究与计划，进行详细的调查以掌握该市的特点、核心问题，再

辅以科学分类与评估，寻找出有效的对策。

另外，基于原始模式的种植业已失去吸引力与竞争力，就应该注入小企业式的现代化经

营管理模式、技术、生产，尤其是年轻一代曾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由他们带入新思维和动力，

开创他们的新事业。

再者，可以打造品牌和旅游业，透过数码网络时代传达信息，打造文冬的榴莲、姜、食物、

宜人风景、舒适天气与环境，让注重生活养生的人们有一个远离都市喧嚣和工作压力的充

电、休息又可以接近原生态大自然与美食的去处。

另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是乡音（本方言）的使用不普及。虽然文冬市华人社会是广西

人、客家人、广东人、福建人、海南人组成，尤以广西人居多，但是笔者观察发现当地３０岁以
上人群，不论来自哪个方言群，他们主要的社交和家庭用语为广东粤语，而他们对年轻与年

幼一代则是华语（普通话）为主。

通过观察和访谈得知，基于广西籍华人移民时间比其他方言群晚，而且早期又是以耕

作、采矿等粗活群体，属于是弱势一群，当他们说着乡音时，难免受到一定的冷眼。此外，上

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中国香港剧集和电影盛行，渐渐地发音和说话都趋向广东粤语。
至于华语（普通话），主要是不同方言群的父母通婚，为了不受方言的负迁移以及在混

杂的语言环境中成长，选择使用汉语作为家庭用语更易与孩子沟通，另外则是中国改革开

放，同时马来西亚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乃至全球汉语热是华
语普及化的原因。

有鉴于问题所在，文冬华人方言群社团组织应该意识方言乡音对自身方言群的文化传

承和根的重要角色，进而开办乡音口语学习班、乡音歌唱比赛、乡音说故事唱童谣班等。或

是举办寻根之旅、回乡祭祖、夏令营和冬令营浸儒行，为的就是让年轻一代有机会接触祖籍

地的文化、生活面貌和乡音，在回乡期间可以看到祖籍地的宏伟壮观、拥有乡音的氛围环境，

习得部分乡音进而提升他们的兴趣。

另外，饮食的本土化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当地的风土民情、食材来源与不同，有

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这一类的文化融合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交流所致。此外，居于健康

及卫生考量，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变迁，饮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符合时下大众口味的菜肴，

满足大家的需求和味道，也是促进饮食文化交融的重要机制。

当地华人地缘方言群社团组织，一直在改变中保留及传承先辈的饮食文化。经常会在

会馆举办传统美食聚集会，烹煮传统佳肴与大众分享，也会在不同的中华节日，举办地区性

或跨市级的美食比赛或是开办烹饪班。

随着信息化数码时代，会馆更应该把烹饪手法和饮食的文化意涵制作成视频上载到社

交平台，此举可以引起海内外认识共鸣，同时达到推广与交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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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口语词汇习得研究

河北大学　小都（毛里塔尼亚）

摘要：在第二语言教学当中，词汇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每种语言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以及中毛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笔者将要对毛里塔尼亚

学生学习汉语口语词汇展开研究。

从现代汉语口语词汇进行分析，从其定义、特点以及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教学建议三个

方面对现代汉语口语词汇进行初探，致力于口语词汇系统的完善，检索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毛

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口语词汇中的使用偏误。

为了减少毛里塔尼亚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的母语影响，本研究对汉语口语词汇进

行梳理，研究其机构和语义特点，并与阿语词汇进行对比，通过研究两种语言口语词汇及文

化的差异，分析毛塔留学生口语语用错误的原因。

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既能提高汉语词汇习得效率，又能使毛塔学生理解汉语口语词

汇的语用特点，使学生对汉语口语词汇有新的认识、新的感受和新的学习方式。

一、研究现状

汉语和阿拉伯语分属两大语系。因为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文化及规律不同，所以两种语

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因此，学习汉语的毛塔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对词语的理解及用法，尤其是在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时，

很难确定词语的语体是否恰当，造句时一般按照母语（阿拉伯语）的规律来进行，所以容易

出现错误，如：

１晚上没睡好，白天老是小憩。口语中一般说成：晚上没睡好，白天老是打盹儿。
２这对夫妻很恩爱。口语中一般说成：这两口子很恩爱。
３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学老师。口语中一般说成：她的老公是一位大学老师。
打盹儿、两口子和老公这些词都是完全口语词，小憩、夫妻和丈夫这些词都是适合书面

语的运用，在阿拉伯语中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小憩＂和＂打盹儿＂、＂夫妻＂和＂两口子＂、＂丈夫＂和＂老公＂（＂ＧｈａｆａＡｋｈａｚａＭｅｎａＲａ

ｋｈａ、 ＂１＂ＺａｗｊｗａＺｅｗｊｉａ ＂＂Ｅｚｗａｊ ＂），在阿拉伯语中，它
们既是口语词又是书面语词，由于语言迁移，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毛里塔尼亚留学生交流时，

一般会受到母语表达方式的影响，经常出现偏误。

现代汉语口语词汇问题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难

点。因为口语词汇多变复杂，形式意义多样，很难系统地让学习者进行学习。而且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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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相互交叉，很难一分为二，各自独立。

如果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能够掌握汉语口语词汇的特点，就能够较好区分口语词和

书面语词，也能够在不同语境下正确使用相应的词语。

本文通过借鉴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对口语词汇的定义进行综述整理并归纳分析现代汉

语口语词汇的特点，同时提出关于对外汉语口语词汇教学中的一些建议。

二、现代汉语口语词汇的定义

汉语口语研究起步并不算晚。赵元任先生曾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汉语口语”指

的是２０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１。王芳智先生在《汉语口语学》中指出，“汉语口语”就是指人
们日常生活中大量运用的汉民族的口头语言①。王福生在研究口语和书面语词汇等级问题

时指出，能否正确区分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汉语水平高低，有时甚至

直接影响到交际效果。邵霭吉、冯寿忠认为现代汉语口语词是指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经常使

用，跟书面语词汇有明显的差别，能表现口语特色的词，他们还将口语词汇分为完全口语词

和不完全口语词。

所谓“完全口语词”指的是全部义项均为口语的词，“不完全口语词”指的是书面口语都

适合使用的词。完全口语词的数量将近是不完全口语词的１２３倍。完全口语词多是双音
节或者多音节词，而不完全口语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完全口语词按照口语义项的多少可以大

致分为以：多义词，并且所有的义项都是口语义项和单义词，这个唯一的义项是口语义项。

如果想把汉语里的所有完全口语词找出来对于一个外国汉语研究员有点难度，因为口

语副词使用频率比较多，所以本文共搜集了２２个完全口语副词：比如下面几个词：死活，着
呢，撑死，成天，成年，老是，赶明儿，成总儿，怪，横竖，见天儿，活脱儿，火，白嘴儿，挨个儿，成

宿，花插着，贵贱，花搭着，打趸儿，挨班儿，接茬儿。

不完全口语词这类词都是多义词。口语词的几个义项不全为口语义项，有时几个义项

当中只有１个是口语义项。比如“翻”，有７个义项，只有１个是口语义项。同一类型的口语
词还有“聘”、“赶”等。还有７４个不完全口语词当中１７个词是口语义项，通用语义项，和方
言义项混在一起，５６个词是口语义项和通用语义项混杂，只有一个词“腆’日”是口语义项
和书面语义项混杂。

三、汉语口语词汇的特点

（１）口语词语音特点

Ａ－双音节、多音节词

单音节词是一个音节组成的词，就是一个音节表示一定的意义如：一、二，而双音节词是

由两个音节组成的词，如：小板、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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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王芳智 《汉语口语学》，山西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０年。



表１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标＜口＞词语

数量 比例（％） 例子

单音节 １３１ １３１１ 妈，爹，把

双音节 ６５６ ６５６６ 挨宰，脆生，刺痒

三音节以上 ２１２ ２１２３ 打交道打呼噜，三天两头儿，石头子儿

总共 ９９９ １０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可以看出，单音节词比较少，共有 １３１个，占总数的
１３１１％，如：妈、把、爹等。双音节词比较多，约有６５６个，占总数的６５６６％，如：挨宰、脆
生、刺痒等。三音节及以上的多音节词有２１２个，占总数的２１２３％，如：打呼噜、石头子儿、
三天两头儿，大伯子，等。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都远远要多于单音节词，占绝对性的优势。

Ｂ－多轻声、多儿化

轻声儿化也是现代汉语口语词汇的典型特点。口语中一般说“打价儿”，书面语则写作

“打价”，把儿省去。口语中的“石头子儿”在书面语中也写作“石头子”等口语词汇在口语

中应用时都是轻声，有一些词，比如“摆设”“人家”“煎饼”等词汇根据具体的语境，说话者

轻声或者不轻声。

表２　为《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轻声于儿化＜口＞词语

数量 比例 例子

轻声 ３５２ ６２８６％ 大油，干巴，打的，舅舅，舅妈

儿化 ２０８ ３７１４％ 大伙儿，赶明儿，打小儿，

总共 ５６０ １００％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②可以看出轻声词汇占３５２个，儿化词汇占２０８个，分别占
总数的６２８６％和３７１４％。

通过分析可见双音、多音节化、轻声、儿化是现代汉语口语词汇的一个典型特点。明显

的双音、多音化趋势并不只出现于现代汉语口语词汇之中，现代汉语词汇整体也呈现这样的

趋势。

双音、多音化一是为了避免大量的同音词的存在产生歧义，影响日常交际，二是符合汉

民族追求成双成对的心理，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读起来更顺口。

而轻声、儿化现象也是为了区别同音词，区别词和短语，或者是区别词性，避免歧义的出

现。因为在阿拉伯语上无法遇到相关（儿化）问题，所以阿拉伯为母语的毛里塔尼亚留学生

很难理解普通话的这些口语词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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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口语词的语法特点

现代汉语口语词汇的词类是非常广泛的。词类就是词的语法类别。按照现代汉语词类

的普遍划分标准，现代汉语口语词的词类涉及到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助词、

连词、介词等多种词类。名词有：岁数，块儿，毛票，毛片儿，毛丫头，大伯子、轱辘、舅舅，舅

妈，打春等；动词有：得，没辙，没治，打的、换个儿，打表，打价，打伙儿，打盹儿等；形容词有：

邪乎、黑不溜秋，黄花，等；数词有俩、仨等；典型量词有：毛、块（人民币的单位）；；助词有：

得、着、呢等；助词口语词相对来说比较少；连词有：跟、虽说等；介词有：让、把、照等。副词共

有２２个，死活，着呢，撑死，成天，成年，老是，赶明儿，成总儿，怪，横竖，见天儿，活脱儿，火，
白嘴儿，挨个儿，成宿，花插着，贵贱，花搭着，打趸儿，挨班儿，接茬儿。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口语词的覆盖是非常广泛的。这是因为口语词具有通俗风格，具

有鲜明的形象色彩，在日常会话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口语词词汇本身的范围就很广，自然

涉及的词类也很多。

四、毛里塔尼亚学生对汉语完全口语副词的掌握情况

本文以现代汉语完全口语副词作为调查对象，因为口语副词使用频率较高，词义较虚化，学

生习得需要一定的过程，所以调查问卷从难到易分为四个类型，考查学生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现代汉语完全口语副词共有２２个，其中有１６个（死活，着呢，撑死，成天，成年，老是，赶
明儿，成总儿，怪，横竖，见天儿，活脱儿，挨个儿，成宿，贵贱，打趸儿，）是使用频率极低的，

这些极低频的完全口语副词不在此次调查之中。调查对象为在中国留学的毛里塔尼亚留学

生，学习汉语时间在二至四年。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毛里塔尼亚学生对常用的口语副词比较了解，但对某些口语副

词掌握较低。其主要原因时这些词的使用频率较低，也很难出现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本次

调查通ｇｏｏｇｌｅｄｒｉｖｅ调查了在中国留学和在毛里塔尼亚学习汉语的１００多个学生，并收回了
８０份答卷。

图１　毛里塔尼亚学生对口语副词意思理解程度

第一道题是选择题，对口语副词“死活，撑死，见天儿，怪，横竖”五个词语进行了考察，

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给出了三个备选解释，让学生选择。“死活”一词，８３３％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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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觉得是无论如何的意思，１６７％得学生觉得是死的意思。６７７％的学生认为“撑
死”表示最大的限度，３３３％的觉得是差不多的意思对“见天儿”的调查笔者发现７５％的
学生回答正确（见天儿，每天的意思）１６７％觉得见天儿是“每次”的意思，８３％认为“看到”
是见天儿的意思。

“怪”字有很多意思，但在口语中一般用于程度副词表示“很”“非常”的意思。在调查

的过程中，６６７％的学生认为是“非常”的意思，２５％的认为是“不”的意思，８３％的学生认
为是“都”的意思。

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对“横竖”这个词的理解，８３３％的学生回答正确，认为是“反
正”的意思，１６７％的认为是“不过”的意思。

因为“死活”“撑死”“见天儿”“怪”“横竖”这样的口语副词是中国人及留学生的汉

语教师在日常交流中比较常用的，所以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比较了解这些口语副词。

问卷还包括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的一些很少用的口语副词“打趸儿”“花插着”“花

搭着”“活脱儿”“接茬儿”“白嘴儿”“挨班儿”，但学生们没有回答或正确率极低，主要原

因是这些词语在汉语中的使用极为少见，毛塔学生回答正确率如表３所示。

表３　毛里塔尼亚学生对不常用的口语词汇的理解程度

第二道题要求学生从一组词中选出一个完全口语词，考察了毛塔学生对完全口语副词

的认识，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一些常用的口语副词有一定的认识，正确率如图２所示因为口语
和书面语是两个概念，但对毛里塔尼亚学生来说很难明确区分口语和书面词，这是因为有些

词语适合这两个环境的使用，如每次，每天这样的词，书面语和口语都可以用，而有些中国人

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是完全口语，特别是副词的词语，这是研究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对汉语

口语副词的认识及理解。

五、小结

由于交际方式和使用场合的不同，汉语中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语体的区别。这两种语

体在表达方式、词汇特征和句子特征上都有不少区别。正确区分使用这两种语体才能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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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实际情况是，很多留学生对口语体和书面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概念，这导致他们在口语和写作中经常用词不当。

这使笔者在本文中致力于讲清楚如何区分并正确使用口语和书面体英国学者 ＨＥ
帕麦尔在《英语口语语法》书中说到了对“口头”和“书面”英语提出了这样的定义：“口头英

语”是指受过教育的人在日常的会话以及写信给亲密的朋友时使用的英语，而“书面英语”

是指在书籍、报纸、评论、正式书信以及在正式会谈中（特别是在陌生人之间）使用的英语。

汉语语言里的口语和书面语也用同样的定义来解释口语和书面差异，汉语口语和书面

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表达场合和方式不同：在一般的口语交际中，交际双方可以根据音量、重音、语速等

音质来传达不同的信息，同时，说话者还可以借助表情和手势等方式来对语言进行补充。因

此，口语表达通常较为灵活，同时伴随有省略、重复、停顿等特征，而书面语摆脱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不依赖于手势、音质等副语言，因此独立性会更高，同时由于作者有足够的时间进

行构思修改，书面语会更加准确、严密和完整。第二词汇特征不同：口语和书面体最大的区

别在词汇的选择上。

口语体经常使用非正式用词或者带有明显口语色彩的词语如：“习语，俚语和日常用

语”而书面体中用词则会更加正式，比如使用各种“发言稿”等。在口语中我们可能会说：

（这对夫妻很恩爱，这两口子很恩爱）其中两口子就是汉语词典里的口语用词，放过来把同

样的句子也可以用书面语表达出来，就可以改成：这两口子很恩爱、这使我们意识到汉语口

语和书面语其实明显的差异、口语和书面语两者密不可分，所以不能单一的学习书面语或者

是口语，应该首先学习两者之间难以分类，相互交叉的词汇。

同时还要对比着学习，比如在学习＂夫妻＂一词时，就可以同时引入 ＂两口子＂、＂丈夫＂

→＂老公＂＂妻子＂→＂老婆＂等形成语体上的对比，让学生能够学习语体转换，能够在不同的
场合使用不同的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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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宋婧婧．略论对外汉语口语词教学［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０７．

ＳｏｎｇＷｅｉ．Ｂｒｉｅｆ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ａｌｗｏｒ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０７．

［６］　王楠，外国留学生三音节易混淆口语习用语使用偏误及教学对策［Ｄ］．沈阳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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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Ｎ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ｒｅｅ－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ｏｒａｌｉｄｉｏｍｓ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７］　ＡｏｕｎＨａｓｓａｎ，１９６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ａｂｉｃＧｒａｍｍａｒ．Ｅｇｙｐ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　ＡｂｏｕＭｏｇｈｌｉＳａｍｅｅｈ，１９８６．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ｒａｂ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ＪｏｒｄａｎＡｍｍａｎ．
［９］　ＡＬｗａｓｅｅ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ＣａｉｒｏＡｒａｂ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ｎｒ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我的留学体会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研究成果　　

２０１１年９月，我开启了中国河北大学的留学之路，到今天 ７年多的留学生活，我学习领
会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交际方式，参加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也收获了系统的汉语词汇学知识。

在中国留学期间，我获得的各类荣誉如下：

２０１８年６月，我在《美国语言学杂志》发表了专业文章《阿语和汉语名词构词法对比研
究》分析了汉语和阿拉伯语构词法的不同点，前缀和后缀对两种语言构造的影响等。

２０１８年９月，我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学报》发表了文章《毛里塔尼亚汉语教
学研究》，该文章在现有汉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汉语和阿拉伯

语词汇的异同之处，对两种语言词汇的研究范围及理论进行了对比，通过《ＡＲＡＢＩＣ一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一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编写过程中所观测到的词汇异同点，对汉阿两种语言的
词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归纳分析了毛里塔尼亚学生在汉语口语词汇习得中的偏误问题。

两种语言的口语词汇对比研究有助于预测和解释毛塔学生的汉语口语词汇学习难点，

引导教师采取切实有效的汉语教学策略。

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修辞创造与汉语发展演进暨２０１８年全国修辞学术研讨会上，我和郭伏
良老师宣讲了论文《试论茅盾＜子夜＞的语言艺术》。
２０１３年，在河北省高校外籍师生汉语技能大赛演讲比赛中，我获得第三名。
２０１４年，我被评选为河北大学留学生会会长，多次协助学校组织各类留学生活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我两次获得河北大学优秀留学生特别贡献奖。
２０１５年，我获得河北大学优秀硕士学位毕业论文。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我两次邀请毛里塔尼亚大使参加河北大学毛里塔尼亚文化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在我的积极努力下，毛里塔尼亚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获批建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在成都“学在中国”活动中，荣获全国来华留学生博士论坛优秀论

文荣誉证书。

（作者简介：ＢＮＥＩＪＥＣＫＭＯＨＡＭＥＤＯＵ小都，男，毛里塔尼亚人，２０１５年河北大学国际交
流与教育学院硕士毕业后继续在河北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学、语言

学与对外汉语教学。）

（导师简介：郭伏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分会副理事长。出版

专著两部、发表论文６０余篇。曾获河北省高校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山东大学优秀博士论
文奖、河北省国际教育交流贡献奖、河北大学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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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在广州中山大学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游桂仙（越南）

一、来华求学的梦想

我于２００６年以高中优越的成绩被选入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会科学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东方学系学习中华学专业。在这
里，我开始去实现汉语和中华文化学习和研究的渴望。

我本身是个求知欲强的女生，因此在课堂上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华文化历史的同时，课余

时间还阅读了各种国内外有关中华学专业的研究著作，并了解了有关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部

分现状。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科研方面开始尝到了人生中的一些甜果。在导师的指导

下，我写了数篇较有学术含金量的文章，如“中国京族研究”、“胡志明市华人语言使用情况”

等。这些文章得到了学长们的高度评价。

学士毕业论文“胡志明市华人语言使用情况”是我本科学习阶段的结晶。其属性主要

是研究越南胡志明市社区华人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胡志明市的广东、潮州、福建、客家及海南

等方言（海外华人粤、闽、客等方言的俗称）的现状，及其与越南语交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

化。答辩委员会都说这篇小文无论是对汉语方言研究、越南语词汇的研究还是对中越文化

人类研究都有价值。这番评语已大大促使我加倍努力，埋头苦读追寻学术之奥秘。

２０１５年，我决定攻读文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然而当时乃至目前，本国对文化人类学，
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殊为缺乏研究与培养的条件。广州中山大学雄厚的师资队伍和

严谨的治学风范我一直甚为钦佩。因此，我非常希望来到这个学府，实现我的求学梦想。当

年８月，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和师长们的支持下，我终于成功申请到赴华留学奖学金。
从此，我的学习生涯就翻开了新的充满阳光的一页。

二、博士论文———在华研习的结晶

来到中国以后，我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汉语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的同

时，我也进一步了解到了不少学习和研究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在导师的指导下，

我逐步为博士毕业论文的撰写做了各项准备工作。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志明市华人宗

族与祠堂问题》，我不断前往胡志明市华人社区展开调研和搜集材料等。如今论文已逐渐

成形并正处于修改和进一步完善的状态中。

１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题目？

祠堂是中华文化中的宗族制度的载体。其宗族功能和海外华人文化，尤其是越南西提

的华人有无法分开的关系。这是华人对新搬来地方的族群认同表现。研究华人的宗族与祠

堂就要去了解华人在当地的文化适应过程，了解他们在本地化过程中如何接受当地文化和

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化本色；进而了解其移民历史，及其文化在当地文化中的地位。

在移民过程中，中国人不仅仅带着家人一起搬到一个新地方，而且还携带物质、精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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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中的中华文化一起过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依靠，他们敢于面对新

地的种种问题，能够克服困难而前进。越南胡志明市华人也是如此。

从开始到现在，宗族、祖先一直是他们的头等关怀。他们认为有了祖先的保佑，子孙才

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因此敬拜祖先是一种美好品德，是他们要刻骨铭心的精神文化价

值；故而在新地结成了具备传统宗族组织特征的团体，同时还建立了祠堂来进行祭祖仪式。

一直到现在，宗族、祠堂等问题都和华侨华人的移民、定居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胡志明市华人自从第一天踏上越南南部就因巧妙经营能力而出名，于是早就积累了稳

固的经济基础。精神生活也随之而变，日益丰富多彩。来到胡志明市华人聚居率最为突出

的区域之时，人家没几步都可以看到华人的寺庙、会馆。

其建筑带有中国岭南传统风格，故而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观光；这也是华人的民族文化骄

傲，是胡志明市市级到中央级的古迹。胡志明市华人一心向往祖宗，因为祖宗是他们的精神

依赖支柱。他们相信不管如何祖先都会保佑其左右。

胡志明市是全国华人数量最多的地方，影响力广泛，不仅连接市内华人而扩展到市外华

人群体，是南越南华人一直保持往来联系的总部。胡志明市华人的同族同姓组织与其祠堂

系统是南越南所有华人的会集之处。

全城目前现有４０－５０座规模大小的祠堂；其中有的历史悠久，也有的是新建的，而且其
功能也是不同的。堂里祭拜着氏族之祖，这也是同姓氏的华人集合一起祭拜祖先、紧缩血缘

关系、提醒共同血脉之人互帮互爱之堂。中华传统文化就在此期间在担当维持族群凝聚的

使命。

作为一个华裔，研究华人移民史和族群管理模式也就是研究我祖辈、父辈和我自己如何

在新的家乡扎根和繁衍生息，而这些活动都是在祠堂里运转。因此我觉得选了这个题目作

为论文研究范围是选对了我这一生当中要走的方向。

２我的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

研究越南华人，特别是研究胡志明市华人一直是世界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这个地方华

人的移民史、文化交叉与适应、融入情况等题目不断引起学界好奇而来。胡志明市华人这个

问题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不过通过了解宗族、祠堂问题来谈论血脉关系、家族、宗亲却

是另一回事。探索胡志明市华人的宗族与祠堂就是了解该族群的移民史根。宗族具有文化

功能及社会功能，表示海外华人的汉文化认同。

研究《胡志明市华人宗族与祠堂》具有创新性。这不但为研究越南华人学界迎来新的

研究潮流，而且还将有关胡志明市华人的材料进一步阐释。学术上，这个题目能适合人类

学、民族学研究的要求与方向。笔者也希望本研究的成果可以成为日后的出发点，鼓励学者

们多增加一个探讨越南华人的视野。

家庭、宗族也正是越南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但是越南学者所引用的理论框架倾向欧美

学界的理论，中国宗族理论的参考稍微有限，人家最多只了解到姓氏观念。而越南地理位置

就在亚洲，在历史文化方面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儒家伦理系统。故而，将胡志明

市华人置于中国传统宗族的理论框架来探讨家与宗族对华人的地位、对本地社群的影响，这

一研究有助于越南当前家庭与宗族的探究。

本论文把华人的传统文化价值放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胡志明市空间中，进而了解华

人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持背景，解释华人的一些传统特色早已不存在。此外，研究宗族与祠堂

可以了解海外华人亲属关系的意义，宗族意识的价值；展现华人人文精神的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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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将为越南华人问题补充新的材料，并说明华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自身发生如

何变化。研究海外华人必须要研究宗族的要素，其就是海外华人最有权威的联系纽带；因此

笔者通过本论文所论述的观点能够成为了解海外华人当今面貌的有参考价值之材料。

３我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胡志明市华人是越南现今华人人口最多，影响力最大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从南越南历

史来看就是有功开发、建立和保护的族群。胡志明市华人各个社团组织可是全国华人的总

部，将全国华人，尤其是南越南华人，连接起来；而地缘血缘关系正是最权威的联线。

宗族组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产，其历史悠久，影响力普遍在中华民族各生活领域，是

中华民族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个少不了的文化传统。

宗族意识的表现和祠堂的活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华人是宗族和祠堂的主体。华人在

本地的地位和身份直接影响到宗族和祠堂的问题。胡志明市华人经历了侨民转变到公民的

长期阶段，在此当中，宗族意识不几次从弱变强，又从强变弱，不过重要的是华人总是意识到

祖宗关系，凡是有机会就立马加强宗亲、同乡同族的关系。

如今，中国在世界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世界华人成为各国与中国的桥梁。华人问题得以

中方与各国政府的恰当关心。华人本身也意识到他们的时机，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力；尤其是

跨国的宗族联系。宗族关系不只是各国华人聚集的重要依靠，而它正是华人与世界各国华

人群体联系的最佳频道，同时也是华人与祖先的家乡结上关联、寻根活动的重要基础。

虽然如此，传统的宗族组织本性和华人的宗族意识一天又一天淡化；其最大的理由还是

因为同姓同族组织在海外产生了异性，组织的重要功能最终只有慈善活动，最多的只是经济

桥梁，帮助华人寻找各地同姓同族亲疏的经济赞助。

自此，传统的祠堂活动在胡志明市华人群体里只有祭祖、敬老助学的主要功能，其他社

会功能限制于慈善公益，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完全失去了。

研究胡志明市华人宗族及祠堂首次将胡志明市华人置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宗族组织的框

架。从此，笔者阐述了胡志明市华人自初期移民群体到当今的移民及定居过程；以胡志明市

华人形成的过程为背景，进而了解该族群的宗族意识演变和表现，探讨其在中国境外的变化

和本地化的影响力，同时了解其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现状。

自侨民到公民，胡志明市华人的宗族意识之本质在个不同阶段内有着一定的变换。作

为侨民的时候，宗族便是本族群的连接依靠，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关系，其体现了华侨的

中华民族主义。当身份认同倾向越南公民时，宗族意识不只是连接华人的纽带，而且还是多

民族国家的越南境内的华族之文化象征之一。宗族组织活动是将华族与越南各其他民族区

别的一个文化特征。

胡志明市华人的宗族组织及祠堂活动除了社会连接、教育华人子弟饮水思源、救济公益

慈善等功能，其还是华人续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这不只是因为宗族组织本来是中华民

族的一个传统价值，而现在胡志明市各同姓同族组织每逢有活动一般都使用自己方言，特别

是在上香祭祖的仪式过程中，祠堂的祠公都用方言宣导一步步的行礼。

虽然内容通常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鞠躬、上香什么的，但是都能培养传统文化保留的

意识。维持胡志明市华人的同姓同族组织以及祠堂的祭祖活动同时也发挥其在社会网络的

作用。

研究胡志明市华人宗族与祠堂成功将胡志明市华人置于中华民族传统宗族组织的视角

下探讨，从而认知胡志明市华人对宗族问题的了解程度，阐释华人宗族意识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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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同样开拓了探究胡志明市华人新的一个方面，将之放在中国传统地道的宗族理论

框架内，进而读懂胡志明市华人宗族与祠堂的本质、演变和现状。这可能供给研究胡志明市

华人的越南学者、国际学者有参考价值性的材料，再次了解中国宗族的宣传与变化。

论文如今虽已撰写完毕，但由于学识浅薄、经验不足，部分研究数据因得不到足够重视

而未能用得其所，文中定然尚有许多地方未能展开深入探讨，而讹谬、纰漏之处亦是在所难

免。这就是我将来要设法改进的地方和进一步下功夫去研究探索的任务，因此非常希望在

下一个研习阶段当中，我会可以完成生命中的这个目标。

三、留学感言数语

自从２０１５年８月远涉重洋来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
学位，我的负笈生涯几乎都颇为顺利平坦。在这三年里我究竟在中国学会了什么，又遇到了

什么样的困难？

语言是出国留学的 第一重大要求。我虽然有了四年本科生，五年工作时间所以汉语为

主要工具来上课和上班，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授课。所以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的确像个

耳聋一样的人，话都听不明白安能说呢；语言就此变成我最大的障碍。幸好这只是暂时的情

况，不到两个月我就适应下去了。

汉语水准不断提高，学习成绩日益偏优。这虽说是我自己孜孜不倦勤习苦读的甜果，但

还是应该归功于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与热忱眷顾。林华生老师是我在中山大学第一位老师，

给我上中国概况这门课。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尤其是语言障碍。林

老师不仅仅传授给我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知识而且还帮助我客服心理上的困难。

我的导师麻国庆教授在这三年期间，他一直指导着我的学习与研究，热心、坦诚为我解

答疑难。还记得我第一次与麻老师和他新招的博士生、硕士生会见那天，我特别紧张。老师

说的我几乎只能听懂的不到３０％，还得录音回去听；后来一位师兄跟我说，老师说的你若
１００％听懂的话，你就神了；我才能放心了些。

语言也是人类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我在中大读人类学，便选了研究越南华人的问题，

这本来是个相当佳的选择；一是我可以接触中文材料，一是我就不用去学习研究对象的语

言。不过，我研究的胡志明市华人最大特征是以广东话为共同语；我若要了解更多，必须得

学会他们的方言。中大正好是我科研之业的最好学府。我就在中大学了广东话，而我田野

调查的时候恰恰有助。

论文撰写过程中，他多次通过网络电邮，手机短讯等种种通信方式来及时给我的论文修

正补充。我的论文如今能顺利写成是离不开麻国庆师和社人院众多师长的教导培养以及学

友的鼓励支持的。我在此一并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日后，我将会更加努力学习，勤奋

钻研，不辜负中国人民的关怀和母校中山大学的培养。

（作者简介：ＤＵＱＵＥＴＩＥＮ游桂仙，女，国籍越南，系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学生。研究方向：东南亚华人问题。）

（导师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

区域发展、家族制度与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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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新理念识字教学法构建

苏州大学文学院　维克多（乌克兰）

本文以新理念识字教学法构建过程———“过渡汉字”识字教学模式实验为例，探讨来华攻

读博士学位经验及其科研成果。“过渡汉字”识字采取了“以儿童心理特点为本”而不是历来

主张的“以汉字自身规律为本”的教学原则，构建了特殊的辅助符号系统———“过渡汉字”，从

而降低了儿童识字难度，成倍提高了记忆效率，在实现大量识字、尽早阅读方面有所突破。

一、研究内容及经验分享

随着汉语热在全球范围的持续升温，国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以乌克兰

为例，乌克兰孔子学院在几所中小学、幼儿园开设了汉语选修课、培训班和兴趣班。打算将

初级汉语教学逐渐转移到中小学外语教育体系中去［１］。遗憾的是，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汉字

教学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最薄弱环节［２］。

由于学生汉语水平不同，教学理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等各种原因，中国小学主流的识

字法难以符合西方儿童教育圈的要求。据此，本人将“新理念识字教学法”这个范围选为来

华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之一。

１新科学发现视野下的儿童识字教学法设计

１１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与识字教学方法

在探索新理念识字教学方法，我们的出发点是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他提出

儿童认知从不成熟到成熟，一般经历四个阶段 ：

（１）感知运动阶段（０－２岁）。［３］

（２）前运算阶段（２－７岁）。儿童理性思维能力较低，还不能借助逻辑思维将事物的一
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３］

（３）具体运算阶段（８－１１岁）。儿童有一定的逻辑运算能力，但运算还离不开具体事
务的支持，只能将逻辑运算应用于具体的事务之中，还不能到抽象的概念。［３］

（４）形式运算阶段（１２岁以后）。儿童思维不再受具体内容的约束，可通过逻辑推理来
解决问题。［３］

我们主张属于不同认知阶段的儿童应该采用不同的识字教学方法。８岁以下的儿童
（前运算阶段）认知还不够成熟，理性思维能力较低，他们应该采用“非理性”识字教学方法，

而８岁以上的儿童（具体运算阶段）有一定的逻辑运算能力，可以采用“理性”识字法。
纵观主流的的识字教学法，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识字法，如字族文识字、部件识字、成群

分级识字、字根识字等，都应该属于字理识字。此类识字法体现了汉字的系统性，符合汉字

本身的规律，对字的音、形、义的联系进行分析和记忆［４］。

但是，这种“理性”识字活动，大量运用逻辑思维，通过分析、综合、概括来进行识字过程。这

显然不适合处于前运算认知阶段的小学低年级儿童。他们的识字法应该侧重运用形象思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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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汉字形象性，发挥儿童无限的想象力，采用“先模糊记忆整体，后理解部分”等“非理性”原则。

１２儿童早期阅读发展过程与“过渡汉字”理念

中国教育部重大研究项目《从图像到文字：儿童早期汉字习得过程研究》表明，汉语儿童早

期文字意识和概念发展存在着一个从图像到文字的部件概念获得以及汉字构型认知过程：儿童

最初认为文字和图画没有差别；而后，儿童尽管能够辨别文字和图画的不同，但是儿童会看着图

画而非文字，并利用图画中的信息作出回应；最终，儿童在阅读中将逐渐地从文字中获得信息。［５］

据此，我们主张具体识字过程也应该有三个阶段：一是图画阶段；二是图画向汉字过渡

阶段；三才是汉字阶段。

（１）联想图画阶段。灵活运用奇特联想识字法，以图画方式来解释汉字所代表的概念，
形成“字形”与“联想线索”的一一对应分。联想图画增强字与儿童的世界联系，降低对汉字

的陌生感，建立较好的认知基础。

表１　联想线索与联想图画

汉字 联想线索 联想图画

爸爸的脸：上面眼睛，中间小胡子，下面嘴

巴、下巴。

上面屋顶，下面爱心。

一座山：山腰上有一只小熊在爬山。

（２）联想图画向汉字过渡阶段———“过渡汉字”。为了再现汉字形象性，增强字与代表
概念的相似性，我们将“联想图画”嵌入汉字结构里，制造特殊的辅助符号———“过渡汉字”。

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字的教学都有“过渡汉字”识别、辨析练习。学生掌握了“过渡汉

字”，才进入“正宗”汉字学习。

表２　联想图画与“过渡汉字”

汉字 联想图画 过渡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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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汉字阶段———阅读中识字。为了结合识字与阅读，我们设计了“阅读中识字”练习。
这种渐进阅读练习既包括汉字，也包括“过渡汉字”，也包括联想图画。比如“爸爱爬山”这

句话的阅读练习具有以下４个渐进形式：

表３　 “阅读中识字”渐进练习

（１）联想图画

（２）“过渡汉字”

（３）“过渡汉字”＋
汉字

（４）汉字

这样，“联想图画”、“过渡汉字”、“阅读中识字”，这三个阶段为一体的综合教学模式，

使得汉字认知过程细化成层进有序的阶段性认识。从而大有降低儿童识字难度，成倍提高

记忆效率。

２“过渡汉字”识字法教学实验

２１实验对象

（１）幼儿园，中文强化班，５－６岁儿童。
（２）“一对一”辅导，５岁儿童。

２２实验内容及安排

（１）上课时间６０分钟／天；不留课外作业。
（３）从儿童积极词汇入门。“过渡汉字”识字法容许我们忽略汉字自身规律，不要求先

掌握基本字或偏旁部首，而从合体字入手，直接教授儿童积极词汇中的高频单音词，如“我、

爸、妈、爱、有”等。

（４）识字与阅读并行。采用儿童积极词汇高频单音词入门的内在意图是实现尽早阅读
模式，“尽早”到第一课的第一个字“我”。“我”加“爱”加图片就可以进行丰富的短句阅读

练习，如“我爱巧克力”、“我爱可乐”等。

２３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幼儿园中文强化班和“一对一”辅导的儿童，可以达到月识字二百左右，

一个学期（６个月）总共学得了１０５０至１３００字并掌握了自主阅读能力。在识字量、阅读能
力方面，其教学效率接近中国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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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过渡汉字”识字法教学实验结果

教学期间
会认字（累计）

幼儿园中文强化班 “一对一”辅导
阅读能力

１个月 １６０ ２００
根据《我爱读中文》第１级简化而成的资料；《四
五快读》第１册。

３个月 ５８０ ６９０
《我爱读中文》第１－２级；《四五快读》第２－３－
４册。

６个月 １０５０ １３００
《我爱读中文》第３－４－５级；《四五快读》第５－６
－７册；《迪士尼宝宝自己读》第１－２级。

表５　“过渡汉字”识字法的识字量与中国小学的比较

“过渡汉字”识字教学模式 中国小学 （以江苏版语文教材为例）［６］

教学期间 会认字（累计） 教学期间 会认字（累计）

第一学期 １０５０－１３００ 第一学期（一年级） ３０５

———— ———— 第二学期（一年级） ７４６

———— ———— 第三学期（二年级） １２０２

———— ———— 第四学期（二年级） １５７５

３发展前景———博士后研究

可见，“过渡汉字”识字教学模式取得了实证性突破。我们采取了“以儿童心理特点为

本”而不是历来主张的“以汉字自身规律为本”的教学原则，构建了特殊的辅助符号系

统———“过渡汉字”，将汉字认知过程细化成层进有序的阶段性认识。使儿童在６个内突破
了识字关，实现了学前自主阅读的“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过渡汉字”识字法只经过了初步实验阶段。该教学实验有一定

的局限性：短时期，小型班，以自主阅读为主要目标。那么，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不同的教

学目标，不同的教学环境，该教学法的实际效率如何？显然，进行长期教学实验和长期教学

评估是极为重要的。

对长期教学实验而言，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将教学实验与儿童眼动研究结合为一个

综合性研究。在进行长期教学实验同时，采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儿童的汉字视觉解析能力

发展过程，进而揭示儿童识字、早期阅读认知机制。然后，从跨学科角度，来做新理念识字法

与传统教学法的比较，对新理念的识字法及其核心的教学理念进行检验和修正。

总体上看，长期教学实验的范围已超出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涉及到对外汉语、儿

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脑生理学等多门学科，成为跨学科国际科研项目。因此，本人打

算在完成博士阶段之后，留在中国做博士后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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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１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论文：

（１）ＳｏｌｎｙｓｈｋｏＶ，《乌克兰“过渡汉字”识字教学模式实验报告———双语儿童学前１３００
字》，基辅师范大学学报（乌克兰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１７年９期。

（２）ＳｏｌｎｙｓｈｋｏＶ，《近现代汉语红色范畴颜色词对比研究———以〈金瓶梅词话〉、〈平凡
的世界〉为例》，《学术交流》（全国中文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０１８年４期。

２待发表的论文：

（１）ＳｏｌｎｙｓｈｋｏＶ，《浅谈对外汉语新理念识字教学法构建》
（２）ＳｏｌｎｙｓｈｋｏＶ，《近现代汉语颜色词系统对比研究———以〈金瓶梅词话〉、〈平凡的世

界〉为例》

三、对来华留学博士培养的感想

在我看来，新的思想和方法绝非仅靠读文献就能完全复制的，文献往往存在一定的时

滞，很难把作者最新的思想点表现出来。学术会议提供了另一条与不同学者进行交流的机

会，对于完善思维习惯、提升学术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希望通过参加这次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和博士生论坛，征求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交流切磋。能更精确计划下一步研究范围，选择最合适的合作单位和合作形式。继续探索

如何构建符合西方儿童教育模式和文化特点、深受儿童喜爱和欢迎的新理念汉字教学法。

在华博士学习是我人生中一笔难得的财富，一段难忘的经历。博士阶段需要能够沉下

心来，耐得住寂寞，放得下一切来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实现自身的成就感。在此，我想由衷地

感谢中国政府和苏州大学，提供了一个如此广阔而先进的平台，让我能够追求理想，在不断

地自我提升中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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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ＳｏｌｎｙｓｈｋｏＶｉｋｔｏｒ（维克多），男，乌克兰人，双位硕士；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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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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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土文学与文化交流

上海大学　蒋苏（土耳其）

在地图上，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到中国首都北京，直线距离６８２０多公里，巨大的地域间
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相应的文化落差，但距离从来不是问题。在土耳其，如果所在专业不是

中文系的话，对中国的理解往往是茫然甚至是偏差的。常常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选择来

中国留学，而不是选择其他国家。”我想，这应该是命运的指引。

记得在土耳其读高二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专业，有些像中国的分文理科，只不过我们

要更细一些。我当时选择了通用语言的英语专业，在完成了高中三年相对系统的英语教育

后。我对语言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对远古地区的兴趣使得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亚洲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的中国。

汉字很酷，中国文化很神秘，中国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这些都是我选择中文的原因。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土耳其源起的历史研究多为中国文献，所以了解中国，也是了解土

耳其。尽管中文在土耳其仍属于小语种，但我仍坚定地了选择了其作为我大学的主修专业。

大学四年的学习让我觉得对中文的领悟还差很远，于是选择进安卡拉大学读研。之后

幸运的是，我读研期间进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工作。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

我对中国越来越喜欢，也意识到我还有很多领域并不了解，需要真正地走进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２０１１年，中文系选派了５名学生做交换生。先是在天津师范大学，
之后转去了南开大学。归国后，与那些没出国的学生相比，我们的汉语水平不论是口语还是

阅读，都有更为显著的提升。你想要掌握一种语言，就一定要置身于其语境里，闭门造车的

后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段经历增强了我的信心，也时常让我梦回中国。

２０１３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再次重燃回到中国的愿望。所以当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试图打破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时，对一直徘徊在欧盟大门外的土耳

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契机。当时我硕士毕业后进入安卡拉社会科学大学中文系工作，为了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以及进一步了解中国，我再次背起了行囊。

２０１５年我重返中国，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国际化程度最高，所以我选择上海作为自
己读博的落脚点。先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在得知上海大学设有土耳其研究中心后，觉得那

是一个与自己祖国更切近的平台，而且上海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高，我便申请转调那里继

续深造。希望有一天能将自己所学带回土耳其，让更多的土耳其青年了解正在崛起的中国。

我的研究可以提炼为如下几个关键词：女书、王蒙、莫言、少数民族。

女书，是我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读研时就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来中国后，我找到了更多

的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江永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种专门为女人存在的文字，是智

慧的中国女人在手绢上自创的小团体类型的文字，她们通过相互交换手绢给彼此传递心事、

秘密等，而她们的丈夫看不懂，以为他们只是在做普通的针织女工。

对女书的研究能够了古代中国，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自觉的女性意识在

古代中国最早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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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一个随大时代沉浮的优秀作家。从《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到《这边风景》，王蒙用

自己的经历与文字勾勒了中国的历史状貌。他是一面镜子，不仅倒映出了新中国初建时遭遇的

种种问题，也映射了中国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与世事变迁。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形式到现代主义

色彩的出现，王蒙的丰富性正如中国的丰富性，让我愈发觉得走进王蒙，就是走进中国。

莫言，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他如今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也是能在土耳

其找到的译作最多的中国作家。如果不研究莫言，就不能说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莫言关

于中国的文字植根于中国文化，与现实紧密结合，给予了土耳其人对如何书写自己国家，如

何讲自己国家的故事很大的启示。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一样，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中国

的底色，以及作家对中国深刻的关切。

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是我在研究王蒙与旅行的过程中发现的，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

个很感兴趣的方面。中国是一个民族组成极其复杂的国家，但中国在这一复杂问题上处理

得非常好，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民族整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在整体上是一个民

族团结，富有凝聚力的国家。这对存在民族纷争与矛盾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启示与

借鉴。

刚开始最难的是学习汉字。土耳其自文字改革以后，我们更熟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

拼音文字，２９个字母来回排列组合即可，所以我们学习英语、俄语等拼音文字相对容易一
些。但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则截然不同，是另外一种系统，在视觉认知上完全不同。所以我

们记单词很吃力，你们觉得习以为常的笔画，对我们来说则摸不着头脑。后来最难的部分是

发音，比如ｍā、ｍá、ｍǎ、ｍà这四个声调，土耳其语只有四声，所以我们很难顺顺当当地发出
二声和三声。

在土耳其中文系，我们经常跟英语系德语系法语系的同行开玩笑，自嘲说你以为我们只

学了一门汉语吗？并不是，我们其实在学好几种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现代汉语和古文，

还有拼音和文字，更不用说天南海北的方言了。我们对拼音这种汉语体系的后来者更有亲

切感，因为更接近我们的文字。

在土耳其，看字就能念出来，哪怕你不知道意思，比如Ｍｅｒｈａｂａ（你好），知道大概怎么发
音就可以让别人帮忙猜出意思。但汉语不是，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那些笔画组成物念出汉字

的读音，既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念法，时常遭遇认知尴尬，要知道将汉字与拼音一一对应起

来本身就是件非常耗费脑力的事情。至于语法，汉语其实很“佛系”，不像土耳其语这样的

阿尔泰语系那般复杂，需要时刻警惕时态的变化等。

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我需要阅读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我没有办法通过阅读土语

的中国作品实现曲线救国。中国文学在土耳其的存在感很稀薄，我当时在安卡拉最大的书

店都找不到一个专门为中国作品设立的图书专柜，只能零星地发现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

与十年前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中国文学在土耳其的市

场已经好很多了。

２０１３年的伊斯坦布尔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被隆重介绍给土耳其的读者，铁凝、余华等
一批中国作家带来了东风。但专业的中土翻译者实在太少了，所以更多的中国作品不得不

借助西方语言的折射。举个例子，哈金，这位美籍华人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许不高，但他是土

耳其借以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依托美国图书市场，并

用英语创作。

造成这样的结果绝不是因为中国文学作品不够优秀，或土耳其读者不喜欢中国作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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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等作家前往土耳其的时候，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而造成现在这种“知之甚少”的局面，

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的。

表面上看是缺少足够数量的专业翻译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土中两国均处于西方话语

权的边缘，两国的文化主导权还不够。当然，这也为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需要大量阅读

一手资料，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是班上唯一的外国学生，而我的专业对中国同学们来说都不是很容易，更何况母语并

非汉语的我。有时候遇到很多写繁体字的作品就很难看懂了。幸运的是，中国的老师与学

生都非常的温暖与热情，他们在课上与课下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使我克服了学术上的困难，

让我觉得很安慰，驱散了心里的孤单。比如，每个周末特地抽出半天，单独给我补课，给我梳

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史，并解答了很多一直被外国人误解的事情。

土耳其叙述里的中国与中国叙述里的中国存在一定差异，通过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新

的窗户，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留学中国后，我最大的体会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中国通，了解中国，

需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想了解中国就必须学习中国人的语言，通过语言领悟他们的思想。语言只是沟通

工具，但思想才是更高的存在，即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原因。如果只知道语言而不去了解思

想，那么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的，很难做到在思想层面与中国人一样。外国人在中国遇到

的很多学术问题，往往与语言无关，而是关乎思想，我们需要真正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去思考。

第二，我觉得“阅读文学意味着阅读中国，理解文学意味着理解中国”。中国诞生了很

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这些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出中国历史与文化，

字里行间有着一个完整的中国。

中国文学史则和中国的悠长民族历史紧密相关，辉煌而璀璨，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

瑰宝。对于土耳其而言，加深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认知也是大有裨益。土耳其和中国一样，

都曾经历过现代改革所带来的种种阵痛，并且都期盼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当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两个位居亚洲东西两端的文明古国再次因为“丝
绸之路”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前，中国和土耳其想要深入交流往往需要西方的介入，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个彼此往往

已经沾染上了西方的烙印，形成一个片面、模糊、虚假，甚至是误解的印象。想要真正地走进

彼此，了解彼此，理解彼此，中国和土耳其需要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非经由西方的过滤和转

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误解。

明年毕业后，我将回到土耳其继续任教，教授更多的土耳其年轻人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

的方方面面。在华读博期间，提升了我的思想，打开了我的视野，也更坚定了我对中国矢志

不渝的爱。我由衷地希望以后能为中土两国多做一些事情，让两个国家世代友好。中国给

世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而我就是来向榜样学习，将优秀的东西带回我的家乡。

（作者简介：ＣａｎｓｕＫｏｒｋｅｍ蒋苏，女，国籍土耳其，系上海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６级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导师简介：王光东，男，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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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情系中国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在中国”演讲比赛

回眸改革开放４０年，教育的对外开放是我国教育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并取得显著成就
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我国当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

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有４８９２万名来自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３５所高等院校学习。

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以及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生的服务管理体系日渐完善，培

养了大批“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中外人文交流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为进一步丰富国际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的体验，展示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的

成果，１０月１９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协
办，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届国际学生‘学在

中国’演讲比赛”，在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该赛事自７月启动后便获得了全国各高校的热切关注，全国１９个省份４０所高校的４３
组选手入围全国海选，经过专家评委的层层筛选，来自１１个省份、１５个国家的１６名选手进
入了最终的决赛。这些学生分别代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等１５所高校参赛。
在决赛中，选手们分享了自己爱上汉语，与中国结缘，“学在中国”的故事。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流利的语言、幽默的演绎和发自肺腑的感情，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

故事娓娓道来。深刻、精辟的见解，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的演说，不仅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汉

语水平，更是将他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热爱表露无遗。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华东师范大学的选手以显著的优势摘得桂冠（特等奖），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的选手获得一等奖，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选手获得了二等奖，三等奖

则分别由中国科技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选手们获得。

学在中国，情系中国，扎根中国，这一活动成功搭建了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来华留学

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让我们通过这十五篇言辞真挚的演讲稿，认识这十六名国际学生，细细聆听他们“学在

中国”的故事吧！

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教育研究会会长　黄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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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凯撒（哈萨克斯坦）

几年前，我在中国留学的第一站是重庆，当时如愿考取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虽然在

哈萨克斯坦学了几年中文，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和很多中国朋友们一起工作过，本以为很快

就会适应新的环境，可谁知一切并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心里有疑惑是在所难免的。比如，刚到重庆，听到了满耳的重庆

话之后，我心想：“我以前的老师是不是教了我假中文，为什么这些话我根本听不懂？”但后

来当有人叫我时，我会回答“撒子（重庆方言）”，已经很少会说好，反而会说“要得，要得，没

得问题，阔以撒（重庆方言）”。

我开始喜欢上了火锅，喜欢上了中国各个地方的美景、美食，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国度，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但是这一切的喜欢都源于我心里的那个她。

她也来自哈萨克斯坦，我刚来到学校时，她是学生会主席，自信，有范儿，气场十足。我

一眼就发现了她，心想：“哎，这个妹子不错哈（重庆方言）”。谁知，原来她心里也是“直到相

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

其实，我知道，新世界的大门正是她为我打开的，因为说实话，刚刚来到中国的那段日子

我心里是很迷茫的，有很多不适应，甚至有了退学回国的想法。

但是，是她带我去了很多地方，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而她所描述的不仅仅是

她眼中的中国，更是她心里的那种感情，她的理想，她的追求与目标。而这些恰恰与我的理

想不谋而合，就这样，我们携手同行，开始了属于我们学在中国的探索。

从初来乍到的束手无策到后来的慢慢成长、学习、收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饺子，为

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饺子呢？因为其实你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还只是那一坨面团，历经了

很多的“揉捏打磨”，逐渐丰富了自己的内涵和学识，变成了有肉有馅儿的饺子。

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成长，获得了蜕变，成为了一个真正“有料”的外国人。而这一切

都是只有在中国生活、学习过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所以中国就像一顶魔术帽，除非你自己去

探索，否则永远猜不到帽子里有什么。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探索，同时也会面临许多选择，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

的声音，朝着目标坚定地走下去才能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有朋友曾经对我说“你是学医出身，

为什么不当医生呢”也有人说“你的汉语这么好，可以做外交官那。”但是我觉得成为一名汉语老

师，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学好汉语，读懂中国才能真正做到民心相通，这样

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搭建中哈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因为我来自习大大向全世

界宣布“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所以我的动力就来源于“一带一路”的开放与合作精神。

中国已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领军者。当今，最实在、最实际、最能实现梦想的道路就是

中国的发展之路。中国就是未来，而在中国留学的我们正和中国携手一起闪闪发光、奋斗前

行，创造未来。机会就在我们手中，是否能把握住就看我们自己了。“学在中国”，我会努力

抓住自己梦想之舟的方向盘，相信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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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平常心

清华大学　大卫（俄罗斯）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打字机，我很喜欢用那台打字机敲打敲打写东西。有一天在打字的时

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俄语里只有３３个字母，所以打字机的字母按键也差不多３３个，可我
听说在中文里好几千个汉字，中国的打字机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呢？越想这个问题越想不明白。

随着对中国关注的开始，我对中国就越来越好奇了。仿佛在我童年的心中“中国”与“神秘”

是同义词。我的家乡是在俄罗斯的西南小城，离中国远，了解中国的机会也不多。因为想了解中

国，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学中文。２０１１年千里迢迢，我独自来到中国求学。
刚来的时候我很激动，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外国朋友有着跟我相似的经历，是因为对中国

感到好奇而来到中国。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外国朋友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也被中国快速蓬勃

的发展震撼到，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倾倒。

但我也发现，反过来看，中国人对我们来华的外国人也特别好奇。当一个中国人遇到一

个来华的外国人经常会问：“从你们外国人的角度中国的问题你怎么看？”所以，来中国之前

我没有想到，外国人还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也是其中之一。录制江苏卫视的《世界青年说》

的日子是我在中国留学期间难忘的回忆。

中国观众打开电视一看到这个节目也许会感到像打开了外国的台一样，但那是一个中

国的电视节目。那里是有来自１１个不同国家的人，围绕着各种年轻人比较关心的话题，用
中文各抒己见，并进行热烈的讨论。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去过中国的很多的地方，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吃到了各地美食，

尤其是臭豆腐，特别好吃。

渐渐地，我对中国的好奇就过去了。好奇心的消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我知道在很

多文化中，好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为什么会想要求知呢，我想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但好奇心满足

了以后，那就是已知的状态了。

所谓的“好奇”在某种意义代表陌生，好奇是因为有距离感的。我来中国的时间都快八

年了，那我还有可能对中国的这个那个的像刚来的时候一样大惊小怪吗。好奇心消失了以

后，我不是不喜欢中国了，而是得到平常心。

很多中国的东西就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早上醒来时不记得梦中的话说的是中文，还说

的是俄文，假期回俄罗斯的时候，我习惯性问服务员要热水，写写书法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

然而，即便是现在，走在街头的时候别人会问我，我会用筷子吗？中餐吃的惯吗？感觉

汉字很难吗？虽然中国电视节目找我录制是因为我是一个会讲中文的外国人，但是他们都

不知道，我已经有了一颗中国的心。

平常心代替了好奇心之后，我就可以在寻常日子中体会真谛。现在我只不过把自己放

在了曾经好奇过的地方，以平常心看待开放的中国。有平常心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到“润物

无声”的微妙，“海内存知己”的牵挂，“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的故乡在哪里不重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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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故事

浙江大学　江添文（澳大利亚）

大家好！我是江添文，澳大利亚人，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１１年前，
我开始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在这里，我邂逅了我的爱人，如今，我们定居在美丽的

杭州。

学习之余，我把我的时间花在两件美好的事情上：

一是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我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故事”，推动

中外文化交流。二是投身公益事业。我和我的妻子创建了浙江省第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

我们希望通过志愿服务传递正能量。

我演讲的题目是《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故事》。

１１年前，作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交换生来到浙江大学，开始学习汉语。
１０年前，在美丽的杭州，邂逅我的爱情。
７年前，我再次回到杭州，决定留在中国，定居杭州。
十多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的洋女婿，我想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

故事。

刚来中国时，我的汉语不好，生活中经常面临各种麻烦和困难。这里的人很好，每次当

我碰到困难，周围的人总是热心地帮助我，让我渡过难关。

我一直心怀感恩，想通过志愿服务回馈社会，帮助他人。于是，２０１１年，我和我太太成
立了浙江省第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让我提高了中文水平，也让我很快

地融入了中国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让我不断地成长。

因为志愿服务，我在杭州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收获了不少荣誉。例如 Ｇ２０峰会工作
服务先进个人、最美杭州人提名奖、西湖区道德模范等。

十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故事。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

《对话》《Ｇ２０湖畔观察》《外国人在中国》等栏目的录制，讲述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
《中国日报》以我为主人公拍摄了纪录片《ＬａｏｗａｉＮｏｔ：Ａｕｓｓｉｅｉ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期间，澳大利亚驻华总领事馆专门为我拍摄了一部宣传片，

向澳大利亚人展示我在杭州的美好生活。

元朝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先进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座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２０１６年，我创立了个人工作
室，致力于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做着与马可波罗类似的工作，我立志推广中国优秀的历史

和文化，也希望将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传播出去。

因此，很多媒体把我称为“新马可波罗”、“当代马可波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责任重大，鼓励着我继续前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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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

对外经贸大学　王富贵（古巴）

大家好！我叫王富贵，来自位于加勒比地区充满着魅力的岛国古巴。古巴和中国是好

朋友、好同志、好兄弟。所以非常高兴来到中国。

我是对外经贸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商务汉语。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看中文书、听音乐、跳舞、玩儿打击乐器，这些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这点也不用我说，地球人都知道。

那怎么能学好汉语呢？你要“学在中国”。原因在于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从事外国留

学生汉语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学。而这些高校呢，都有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我们要学

在中国，我们要跟中国老师学，要在中国社会当中学，跟中国的领导人学。

小时候我跟姥姥天天朝夕相处，我姥姥有一肚子的故事，从小她就给我讲过一些跟中国

有关的小故事。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在柜子里有一本很小，用中文写的书。这本书呢，我怎么看都看不

懂。我很想学汉语，把这一本书读完。所以，我一直渴望着来到这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

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古国———中国！

首先，“学在中国”可以跟中国老师学。

刚来中国时，老师在课堂里跟我们讲过中国这几年的发展。给我们讲中国的发展的时

候，老师用了一句话“突飞猛进”。老师说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的话，他老人家说：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毛泽东主席说的这一句话给我留下

了很深刻的印象。

老师说，目前中国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这跟中国这几年的教育发展

是分不开的。老师跟我们讲了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他从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形态———甲

骨文开始讲，讲了先秦时代的教育体系，孔子教育思想与儒家教育文化，汉代和唐代官学体

系，还给我们讲了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０年制定的未来十年教育发展规划。
老师讲得很精彩，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才开始有了对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认识。

“学在中国”，有很多知识和有意思的事情等着你！“学在中国”还可以了解中国领导人

的重要思想。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中国政府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７０周年”庆祝活动。当时，我们有机会聆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我们学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人间正道”。

什么叫人间正道呢，那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各位想一想，全

球人都在讲和平，和平是我们这个世界当务之急的事。这句话对我们影响很大。

来到中国，我们都带着希望，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度里交到新的朋友，能够掌握更多的知

识，加深对中国的了解，然后把中国的故事播洒向世界各地。

外国朋友，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呀！你要“学在中国！”

我相信，“学在中国“”将让我们外国留学生获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将给我们留下

更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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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方块字，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财经大学　汪晶晶（加纳）

大家好！我叫汪晶晶，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就读金融学专业，是一名大四学生。

今天站在这里演讲，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和我的家人与中国的情缘。

３０年前，我的叔叔来到清华大学读书；１６年前，我的爸爸也来到了中国香港进修，他们
都看到了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带着我和哥哥们来到中国广东学习。

我平时喜欢听音乐、看小说和跑步。我还特别喜欢看演讲比赛，也曾多次担任校园活动

的主持人。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写好方块字，讲好中国故事！”

当我看到这次演讲的主题“学在中国”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汉字”。有人

说，外国人学汉语有三难，而其中最难的就是汉字。我想说，汉字确实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

但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文字，最美的文字。

记得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的中文老师一点一横地教我写汉字。开始写一、二、三、

四，人、口、山、火，我欣喜若狂，谁说汉字难学？非常简单啊，不就是画画儿吗，真有意思！可

是随着汉字笔画的增多，我就有些招架不住了，画儿也画不下去了。

汉字的笔画，不仅有横和竖，还有点、撇、捺、钩、折、提等，其中钩就有横钩、横撇弯钩、竖

折钩、卧弯钩等区别。

说到汉字的具体差别，更是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比如“口”字，加一竖可以变成中国的

“中”，再加一横变成了申请的“申”，竖向上出头就是由于的“由”，向下出头就是甲乙丙丁的

“甲”，上下都不出头则是田地的“田”。天啊，汉字到底是用来学的？还是用来折磨外国人的？

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现代汉字中有９０％以上是形声字，比如沐浴的
“沐”，骑马的“骑”，问题的“问”等等。只要掌握基本汉字的音和意，善于总结归纳、举一反

三，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慢慢地，我发现了汉字的这些规律，也体会到了学汉字的乐趣。

汉字的书写结构也很有意思，比如有叠罗汉式，三人成“众”，三木成“森”，三日变成

“晶”。我的名字汪晶晶，就包含了这个字。

到后来我渐渐发现，中国人把写汉字看成是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常常说：要把“人”

字写好，要做“大写”的人！可见写字和做人是多么地相似。

汉字是方块字，象征着做人要堂堂正正；又要写在方框里，象征做人要有规矩、约束。

横，要写得平直舒展；竖，要立得刚劲有力；拐角处折转并用，如做人要刚柔相济；运笔轻重有

度，如做事要主次分明。

一个个汉字背后 ，都浓缩了深厚的中华文化，让人一生揣摩，受用无穷啊！

谭晶的歌《龙文》中唱道“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一勾游江南 ，一点茉莉香。”这让

我充分感到，汉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不仅饱含着丰富的中国故

事，更是凝聚着灿烂的中华文明！

我愿自己学好汉语，写好汉字，掌握中国文化，向非洲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非文化交流

的使者，让非洲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我相信，一字一故事，一笔一乾坤的中国字，必将闪耀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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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电视剧的情缘

大连外国语大学　昂哈吉雅（蒙古国）

我叫昂哈吉雅，蒙古人，是大连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７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从小，母亲就经常对我说：“好好学习，长大到中国去留学，将来当一名汉语老师。”在我

的国家，优秀的本土汉语老师非常缺乏。随着蒙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的推动，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祖国尽一分力。为此，我两次来到中国留学。在留学期

间，我与中国电视剧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情缘。

说到我与中国电视剧的情缘，还得从我留学之前说起。我接触中国电视剧很早，因为在

乌兰巴托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很多。它们是陪我度过寂寞时光的亲密伙伴，是帮我提高汉语

水平的辅导老师，也是带我走近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国电视剧让我爱上了中国。

２００８年，我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开启了我的第一次中国留学之旅。在四年的学习生活
中，占据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的，就是丰富多彩的中国电视剧了。当时，有很多中国女孩儿

喜欢追韩剧、美剧，而我｜则独爱｜中国剧，什么《还珠格格》、《西游记》，我都看过，甚至很多
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我的大学在长春市，那里有一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电影制
ｐｉāｎ

片厂。在长影，我曾经

有幸参观到了中国影视剧制作的过程，有趣的配音和拍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

我对中国电视剧的兴趣更加浓厚。

然而，我跟中国电视剧的缘分还不止于此。２０１４年，习近平主席和蒙古总统签署了“丝
绸之路”影视桥合约，我有幸受邀成为了翻译组的一员。我们翻译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中国

电视剧。《琅琊榜》使胡歌在蒙古炙手可热，《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响遍了蒙古的大街小

巷。想到自己也成了一名“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骄傲。

对我个人而言，最难忘怀的则是那部《辣妈正传》。它诠释了一个新潮女孩蜕变成一位

合格母亲的艰辛历程。在翻译这部电视剧时，我也像女主角夏冰一样，正在产后焦虑中学着

做母亲。我陪着她一起哭、一起笑。在这样的共鸣中，一句句经典台词从我指间流出，那字

字句句不是台词，而是感同身受，是真情流露。

记得有这样一个情节，夏冰抱着孩子说：“你第一次当宝宝，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呀。”

当我译完这句时，泪水夺眶而出，泪水中不仅有初为人母的手足无措，有生理心理上的辛苦

委屈，还有要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决心和勇气。

在夏冰的鼓舞下，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我又重新踏上来华求学之路。这一回，每当电视

中响起《琅琊榜》、《辣妈正传》、《小别离》的主题音乐时，我都可以很骄傲地告诉我的中国朋友，这

部电视剧的蒙语版翻译，有我的一分功劳。看着他们既惊讶又赞许的表情，我的心里充满了自

豪。一些明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今年，《小别离》的演员海清、黄磊来到蒙古国召开了粉丝见

面会，并与作为译者的我合了影。相信以后，我还会给蒙古同胞们带去更多精彩的中国电视剧。

在我眼里，电视剧就是蒙中两国坚贞友谊的纽带，也是新的时代华光万道的丝路。是

它，为中国文化插上了翅膀；也是它，带我继续徜徉在蒙中友好合作的路上。无论未来如何，

中国电视剧都将是我一生的情缘。我也将以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电视剧成为更多蒙古人民，

乃至世界人民，一生不解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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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冈宗慧丽（日本国）

大家好！我叫冈宗慧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对外汉语系大三的学生。

我的父母都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我也开始接触了中国文化并开始

学习汉语。刚开始学习汉语觉得非常简单，有很多汉字我都认识，因为日语中会有相似的汉

字。但是后来，我真的体会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觉得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

上中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爸爸妈妈喜欢中国文化，所以他们

总告诉我中国传统文化多么的绚丽，多么的灿烂。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听多了反而有

些反感。但是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自己不但不反感，反而被这种文化所吸引。

我的留学生活也好像中华料理一样丰富多彩，其中的酸甜苦辣也都能一一品尝得到。

那么，先说说我生活中的那点儿“酸”和“苦”吧。

回想刚来北京时，我只会说“你好！”、“谢谢！”，所以连去食堂吃饭、去商店买东西都很

紧张。语言上的不便和生活环境上的变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总有心酸。数不清多少

次因为想家我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当时自己内心的苦闷无处可诉，整日惶惶不安。

后来，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有了交朋友的机会和勇气，也有了接触到更多国家文化的机会。

慢慢地，我敞开了心扉，变得开朗起来。留学生活也渐渐地变得五颜六色起来，每天都觉得心里

甜甜的。我和朋友一起度周末，课外和老师聊天，每天上课时都精力充沛，兴奋不已。

在北京，我很喜欢跟朋友去参观名胜古迹。我们一起骑着共享单车悠然自在地穿行于

大街小巷。如果途中累了就掏出手机点杯奶茶，坐在路边，一边喝奶茶一边聊天。中国的

“新四大方面”让我们外国人不禁感叹，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现在的中国方便得很。出门不用带现金，支付都用手机；在外骑上小黄车，轻轻松松去

环游；网购外卖不出门，快递帅哥就会来。其次，每当我看到故宫和长城时，就会被它们的雄

伟气势所震撼，同时也对建筑物背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每当我和外国朋友一起去三里屯共享美食时，又被北京这座现代感，时尚感浓厚的气息

所感染。北京是一座被传统习惯、文化和现代技术发展融合在一起的城市。

在北外的学习是紧张的，也是辛苦的，但更是生动的，好玩儿的。比如，在汉语概论课

上，我知道了为什么没有“马”的路叫马路；为什么“穿”衣服的“穿”里有“牙”；为什么豆面

做的点心叫“驴打滚”，而饭后的甜点叫做“点心”而不是“点肚子”。语言背后的文化实在

太深奥了，还有一大堆新奇有趣的秘密等着我去发现呢。

参加“２０１８京津冀高校留学生辩论大赛”时，最初我对自己很没自信，而且过程并不轻
松，有时候需要练习到深夜。还有时候我会因为比赛评委老师的点评，感觉是自己的表现拖

了团队的后腿，每天都郁闷万分。

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下，我突破了自己，每一场的表现让我

觉得我都在提高。最终我们赢得了比赛，获得了总冠军。我真的非常骄傲。我感觉自己真

的进步了，这种爽快感难以言喻。

曾经的我，只是一个普通又懵懂的女生，但是充实的留学生活让我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要继续在老师的指导下，更好地学习汉语，探寻中国文化的奥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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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韩琳（乌克兰）

大家好！我叫韩琳，非常高兴可以代表我的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这次比赛。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中国式的爱”。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爱就要表达出来，要说出来。每天和爸妈说早安！晚安！那是必

须的。日常和爸爸妈妈说句“我爱你！”也是很自然的话。同时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更像是

朋友，在我９年级以后，对于我想做的事，印象中他们没有给过反对意见。
可当我真正走入一个中国家庭，这一切都变了，我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渐渐习惯。在公公

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个礼物却不被表扬，只得到一句“我们不要你们买东西，你们能回来吃饭

行。”也慢慢记住：冬天在婆婆面前一定要喝热水，空腹的时候绝对不能吃柿子。

而让我做出这些改变的，是因为我知道，之前上网只会浏览国家大事的公公，在２０１４年我参加
“汉语桥”总决赛需要投票支持时，他一夜没有睡，自己注册了微信，开通了微博，甚至还下载了陌陌。

而我婆婆呢，以前任何电视剧都不放过。但有孙子后她连“人民的名义”都没有看。为

了我能安心地上课，写论文，他可以放下任何事情，帮我带我的小调皮鬼。

在中国我感受到不仅仅是来自家庭的爱。中国和乌克兰学校中的老师对学生表达爱和

关心的方式也不一样：乌克兰的老师喜欢学生，她会对他很宽容，会让他考试的时候比较轻

松。在中国要是老师喜欢学生，她会对他非常严格，因为他知道只有对他严格，才可以让他

成才，正所谓严师出高徒。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严师，硕士导师鲁炜，博士导师翁清雄，正是因为他们的严格要求和

悉心指导，我从一个科研小白变成了一个科研大咖的潜力股。

刚来中国学习时，我发现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戴眼镜。当时我在想是不是这里每个人都

是学霸？因为乌克兰人说只有聪明的人才戴眼镜。后来我发现，中国的大学的确是学霸云

集，因为在科大，我经常看到晚上图书自习室关门后有学生在路灯旁边看书，还听说有的学

生连夜里也不离开实验室。我很感动，也很钦佩，这应该就是中国梦的力量吧。

在乌克兰，我们说从礼物可以看到别人有多喜欢你，多爱你。我感觉中国政府非常爱自

己的人民，因为他们给自己老百姓提供了很多高贵的礼物：比如安全的生活，稳定增长的经

济，高质量的教育，日渐完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等。在中国连老人都可以上老年大学，中国

人真正能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家庭里没说出口却从未缺失的爱，学校里严格又温暖的爱，国家里磅礴却又细心周全

的爱。

这就是中国式的爱：中国式的爱是含蓄却不失浓郁，中国式的爱是内敛却不浅薄，中国

式的爱是我不说但我一直都在。

我也爱我身边的可爱的人们，我爱我的两个祖国。我感到非常幸运，我可以在中国学

习、生活。将来我也希望在中国找到喜欢的工作，退休后我也想上老年大学。我也希望我家

宝宝长大后可以考上中国的大学，也希望他能像他爸爸一样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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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他，就想一直走下去

湖南中医药大学　和承意　林晓芊（马来西亚）

和承意、林晓芊：我们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爱上他，就想一直走下去”

和承意：我是喝中药长大的，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外婆是一个中医爱好

者，她会自己种草药，会熬草药，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外婆也经常用草药为我治病。

我咳嗽的时候，外婆不会让我吃西药或者抗生素，他都会自己熬草药给我服用，咳嗽也

逐渐缓解，我也因此见证了中药的疗效。正因为如此，我对神奇的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来到中国学习中医，我也希望能将中医带回我的国家马来西亚传承，并发扬光大。

林晓芊：你喜欢中医是因为草药，而我呢，接受中医是因为我手里的针，小时候，我有一

个教我中文的老师并且他的针灸技术非常好。

有一次，我去探望老师的时候，亲眼看见老师用针灸为患者治病，当时这个患者的手臂

是完全抬不起来的，老师给他反复推拿并且针灸，一个小时以后，你知道吗，这个患者的手臂

竟然可以自然抬起来了，而且不疼了，那位患者自己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而我在旁边

看着，非常惊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证了中医的神奇。

我发现，在中国，原来除了有古典诗词以外，还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东西。那一刻，我对

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来到了中国学习中医，学习针灸推拿，我希望像我的老师一

样，能够成为一个传播健康和中医文化的使者！

和承意：学习中医就如同遇见爱情，越看越喜欢，越喜欢就越能感受它的魅力，我曾经用

中医为我妈妈治病，可是你们知道吗？最初我妈妈是一个中医抗拒者，哪怕外婆种草药，熬

草药，妈妈向来都非常的拒绝。她甚至还阻挠过我到中国学习中医，认为中医是无用的。后

来因为自己的坚持和外婆的鼓励，我选择了学医。

我母亲有心悸这个慢性病，吃了很多药，找了很多医生，一直都没有用。有一次我突然

想起在我学习中医的过程当中，老师讲过一则病案，和我母亲的症状非常相符合，我决定用

我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我母亲治病。

一开始母亲很抗拒，他觉得吃了那么多药，找了那么多医生都没能治好的慢性病，中医

中药怎么能治好呢？但是因为我是她的女儿，为了不让我尴尬，想让我高兴，她还是让我试

了一个完整的中药疗程。结果困扰我母亲已久的心悸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母亲很惊讶中医有如此的疗效，从此她开始相信中医，也开始支持我学习中医。她甚至

跟我说：承意，这个方子可以留下来，将来开医馆的时候，用得上。

林晓芊：你一定会是一个好医生的！可是在我们印尼，目前还是有很多人不承认中医。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天，中医在印尼会受到肯定。等我学好中医后，会把中医精神带回

印尼，让我国家的人改变思维，接受中医！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

２０１７年习主席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的那一刻，我就相信中医一定会被全世界
所接受的。

和承意：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就像习主席给世界卫生组织赠送礼物一样，今天我和晓
芊也不是空手而来，我们也带来了一份礼物给现场的评委老师，现在在各位评委老师面前的

卡片是我们从中医四大经典中摘录出来的古文。里面的方子能治疗皮肤干燥，并且还有养

颜的功效。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学习收获，读懂这些药方，我们用了五年时间。

林晓芊：但这只是个开始，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将是我们的一生所爱！

和承意、林晓芊：谢谢大家！祝你们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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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医学梦

南方医科大学　马丁（乍得）

各位评委、嘉宾、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的马丁。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梦、医学梦》。

在我的国家乍得，由于落后的卫生条件，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人被疾病夺去生命。而援

助乍得的中国医生则是一群白衣天使，他们用负责的态度和精湛的技术与死神搏斗，挽救我

的同胞们。

从那时起，我立志要追随他们的脚步，去中国学医，成为一名医生。２００７年，我有幸获
得中国政府资助，得以前往位于广州的南方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之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学医苦，须吃苦中苦。乍得是一个法语国家，所以我的英语也不

好。在初到中国和南医的日子里，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因为语言障碍、因为文化信仰不同，父

母又不能陪伴在我身边，我度过了一段糟糕的生活。

那时候，我时常去想，干脆放弃吧，这根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就这样以失败者

姿态回乍得吗？我是一个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人，我不断告诉自己，你要勇敢去面对这一

切，你要坚强。

老师们和同学们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就这样，我顺利完成了本科

和硕士学业。今天，我已经可以用中文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也可以用英文在ＳＣＩ期刊上发表
文章。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医者仁心苏万物。做医生需要一颗仁心，外国人在中国做医生更

需要一颗仁心。硕士毕业后，我曾在广州的祈福医院短暂工作过一年，期间被很多患者拒绝

过。他们见到我坐在医生的那个位置，满脸惊讶：您是医生吗，您真的是医生吗，然后他们就

一溜烟地跑了。

一种无力的挫败感席卷我的全身，将我打倒在地。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只有坚持，相

信医者仁心苏万物。后来，我遇到一个患者，我第一次去给他换药时，他大喊着：你出去！第

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我仍是很耐心地叮嘱他伤口恢复期间应该注意什么。下午的时候，他

自己走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句：马丁医生，我来换药。简短的八个字，我感受到的是对

方的认可和信任。

我真的特别感激这位患者，因为他就像是黑夜中的一束光，让我这个不知所措的非洲小

医生终于体会到了医生职业所赋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今天，我已经是一名骨外科博士生，幼时立志的医学梦正在向我靠近。这一切都离不开

我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怀和培养。正是因为有了美丽的中国梦，我才有机会实现我个人的医

学梦。

完成学业后，我计划回乍得工作。一方面把我在中国学到的医术医德在祖国施展；另一方

面，我现在是南方医科大学乍得校友会的秘书长，希望能为中乍友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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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方言的故事

江南大学　张琪（美国）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张琪。大家看我的样子，会不会觉得我是华裔，其实不是

哦。我是地道、纯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长得那么像中国人，可能是因为

我有一颗爱中国的心。

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除了学习之外，我平时也喜欢到中国各个地方去旅游，去探

索中国各地不同的美食。当然我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爱好，那就是学习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

下面，请大家来听我摆哈龙门阵，我来跟你们讲哈“我和中国方言的故事”。

“成都的火锅好巴适哦”、“你这个瓜娃子傻戳戳的”、“端端走抵拢倒拐“（再问问成都

人，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刚刚我说的话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对，它就是四川话，与云南、贵

州等地的方言一起都是属于中国西南官话。

实际上呢，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方言，而且距离越远，差异越大，比如说“聊

天”这个词，用四川话讲豆是“摆龙门阵”嘎哈？，而在我们无锡，我们会说“扯扯老空”，那么

到了东北又变成了“唠嗑儿”，如果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没接触过对方的语言，那么想跟

对方“聊个天儿”多困难啊，所以说学好普通话非常重要。

但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会讲方言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已经

越来越少了。虽然为了方便跟中国各地的人交流，推广普通话十分重要，但是我觉得方言除

了可以作为交流的工具以外，也是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种容器。比如，无锡的“锡剧”、苏

州的“评弹”、“昆曲”，都是用方言曲艺来保留传承这些地方的文化精粹。

这次来到成都，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一下这儿的川剧和变脸。

其实方言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家乡话”。我自己呢，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从小就经常

搬家，虽然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乡，但凡有我家人在的地方，我就称之为自己的家乡。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在一个学习语言的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笔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直到我来中国的那一年夏天，我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对方。他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旅

游，他的家人也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他家在贵州农村，那里山好水美，风景非常漂亮。

来到他们家后，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懂他父母说的话，但是我能从他们温馨的笑容中感受

到他们对我的热情。我品尝了“酸汤鱼”，喝了“茅台酒”，看到了“苗家姑娘”，跨过了“光岭

大桥”。要离开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想亲口对他们表达我的感谢，但是只能通过我的朋友来

翻译。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跟我朋友学会他们的家乡话，我要亲口表达我的感

激之情。

又一年的冬天，他的家人得知我寒假没回国，他们很担心我在中国，在离家那么远的地

方，会想念我的家人，所以又邀请我去他们家一起过年。我就从“谢谢”说起，尽量用方言跟

他们沟通。我发现，只要我一说他们的家乡话，比如说“你在搞啷个？”“你欺饭没有？”他们

就会笑得特别高兴。因为方言，我们成为家人，因为是家人，我便多了一个家乡。

就像曼德拉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那么谈话会进

入到对方的大脑，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那么谈话会进入到对方的心里”。

方言是地域的瑰宝，是民族的瑰宝，是文化的传承，是连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虽

然身为外国人，我也非常愿意为保护中国方言贡献我的力量。

“我是个美国人，不过我也喜欢中国的方言。”用中国方言说好中国故事、说好美国故

事、说好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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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的翅膀

福建农林大学　团伯遂（越南）

如果梦想像天空那样广阔无垠，那么对于平常的烦恼，我们会视而不见，我们就不会沉

浸在平常生活的琐事中。

对于梦想而言，行动是催化剂。如果我们不付出行动，梦想永远只是梦想。每个梦想，

不论是小的或是大的，简单的还是困难的，都要努力，都要拼搏。人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要有

梦想，现实是此岸，梦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河上的桥梁。

中国有句古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还年轻，为什么不为我们的梦想而奋

斗呢？梦想需要我们为它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梦想属于勤奋刻苦的人；梦想属于珍惜时

间的人；梦想属于迎难而上的人。

鲁迅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梦

想添砖加瓦，一点一点把梦想变大。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兴趣所在，然后扪心自问，能不能付

出努力去实现梦想？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是荆棘密布，我们要有屡败屡战的斗志，正所谓“失

败是成功之母”，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

跟你们一样，我也有很多梦想。在高中，我的梦想是出国留学，于是我努力学好外语，拿

到好成绩，现在我的高中梦想已经实现了。２０１２年，我加入武夷学院的大家庭，那时，我梦
想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尽早拿到学位，进一步深造。２０１７年我到福建农林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研究中越文化、经济，现在我的汉语已经通过ＨＳＫ５级了，今后还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汉
语，要掌握更多的汉字，说更地道的汉语。

回顾在中国的时光，我参加了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度留动中国第三赛区并获得了亚军，并
在总决赛中获得团体优秀奖。参加了福建省高校国际及港澳台学生才艺展演，集体获得单

项奖第一名及总分二等奖，获得全球汉语学者大赛季军奖项；组织成立足球俱乐部，策划举

办中文演讲比赛，学会了太极并把太极拳教给了４届海外的新生，在每年的运动会上，我们
都会在学校的比赛中表演太极，让更多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我现在还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第二个梦想是毕业

后在越南开一个汉语教育培训中心，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喜欢上中国文化，

让更多的人会说中文。

今年７月，我被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推荐参加２０１８年厦门大学外国本土汉语教师培
训班。不仅如此，从前年开始，我志愿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为越南学生到中国留学作指导，至今已经
帮助３０多名越南学生申请到中国留学，我希望他们在中国跟我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只要努力拼搏，我们的生活会多姿多彩，我们会更加热爱

生活，勇于挑战。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为自己的梦想，为更加美好的明天，立鸿鹄志，做

奋斗者，放飞梦想的翅膀，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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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缘

上海交通大学　张傲雪（泰国）

大家好！我是张傲雪，来自泰国，现在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三年级。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我的中国缘“。之所以参加此活动，是因为想与大家分

享一下我为什么选择来到中国学习中文。

首先，我为有机会来华学习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为什么我会选择学习汉语而不是法语或德语呢？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写字。有一

次我跟妈妈一起逛街时，看到了一个广告，我对广告中的那些“图”特别感兴趣，然后就问：

“妈妈那是什么“图”？”可妈妈回答我说：“那不是图，是字，中文字。”我就更好奇了，因为它

跟我们国家的字完全不一样，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汉字，所以我学习汉语

真的是一种缘分，我就认为这是我的中国缘。

２０１３年，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离开了父母和家乡来到了中国，在南宁上高中。
我记得，第一次出行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就是，刚开始我们

的汉语水平不是那么好，下飞机以后老师带我们去住了一家酒店，而在酒店附近有一条步行

街。所以我们就一起出去吃一顿晚饭。吃完了之后老师就让我们自由活动，但是时间不能

超过９点。老师还让每个同学记好酒店的名字以防迷路。
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了酒店，但是还有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同学们和老师十分着

急，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中国，还都没有买手机卡，没办法联系她。

万幸的是，在我们手足无措时，她自己回来了。老师问她：“为什么你现在才回来？不

知道老师有多么着急吗？”她一脸困惑，从口袋里拿出她认真写的纸条问老师：“为什么我拿

酒店的名字问路，人人都摇头不知？”老师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的竟然是“年中无休！”。这

时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本来还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可是碰到了之后才发现

世界之大，什么事都有。

我的朋友迷路不是她不听老师的话，而是因为不懂汉语。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下

定决心要好好努力学习汉语，不能因为语言问题闹出笑话。虽然在生活方面遇到了很多不

顺之事，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记住我来到中国的初衷是什么。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并且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校期间我参

加了学校的各种活动，还有机会参加了２０１７年的汉语比赛大会，它让我认识了许多外国
朋友。

比赛期间也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并且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不仅在

比赛期间一直鼓励着我，而且在我的生活、学习方面一直支持着我。他还教我学会了很多我

不知道的东西，帮我解决了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想，汉语比赛大会是我今生最难以忘记的回忆之一，因为它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还

使我收获了爱情。同一年，我还参加了上海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荣获个人组的二

等奖。

现在我已经大三了，马上就要面临毕业。但是毕业后我也不会放弃中文，而会把中文学

得越来越好。我要分享中国的知识给有兴趣者，要促进中泰两国关系的发展，让它越来越紧

密。因为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谢谢中国给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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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的故事

四川大学　杨奕芳（菲律宾）

大家好！我叫杨奕芳，来自菲律宾，是四川大学汉语言本科大三的学生。我是２００５年
和父母一起来到中国的，我爸爸是牙医，妈妈之前是老师。因为我之前有点儿懒，一直没有

好好学习汉语，直到２０１６年才进入四川大学，得以系统地学习汉语言。
我喜欢看小说、电影、听音乐，有时间的时候会弹尤克里里，我最喜欢的是四川菜，这里

的火锅实在是很有特色。我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半个四川人了，因为一段时间不吃火锅，我就

会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在中国１３年的成长经历塑造了现在的我。今天，我想给你们讲讲 “我和中国的故事”。
我是２００５年来到成都的，如今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在出生地菲律宾都还要长，这里见

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最辉煌的发展，也记录着我在中国最美好的时光。

还记得来中国之前，７岁的我跟姐姐、表亲们一起谈论脑海里想象的中国：可能是迪士
尼的电影《花木兰》中的街道，没有大楼，建筑都是古老的，房顶都是弯弯的，市井生活中弥

漫着红色的元素和龙的雕像。那儿的人说话肯定会使我们困惑不解，可能买不到东西，没有

办法去餐馆，也不用叉子和勺子等等。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现实的中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这里有《花木兰》中的传统与典雅，我在宽窄巷子里触摸到了老成都的生活，在金沙遗

址中看到了具备独特底蕴的巴蜀文明，在都江堰、武侯祠、三星堆，体验到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历
史在这里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同时，现实版的中国，又让我体验着一个飞速发展的繁荣国家。虽然受千年传统文化的

深刻影响，饭馆里确实经常没有叉子和勺子，以至于我的外公来成都看我们的时候，每次外

出吃饭，他都带着自己的餐具。

１３年的成长经历，我从一个出门一定要带点现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拿着手机走天下
的人；从一个懵懂而不谙世事的小孩，成长为了一名深谙三门语言与文化，并能在其中自由

转换的大学生。

在成都最让我感到惬意的就是这里的安全，我记得无数个夜晚，我在外边玩到很晚，和

我的朋友们骑着电瓶车、喝着奶茶、吃着烧烤，在成都不同的楼顶看着霓虹灯下华灯初上的

城市，直至深夜。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尽情玩耍，而一点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

这一点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做到的。

我很幸运，作为一名华裔，在这里感受着我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与气息；作为一位当

代来华留学生，在这里重温着祖先的语言，体验着这里的繁荣。

如今，每当我回到菲律宾，我都会非常想念成都。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中国住这么

久，而当现代化的中国以及专业化教育的四川大学给我提供机会，哺育我成长，并为我种下

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念想之时，我已无法想象要是当年父母没有带我来到这里，现在的我会变

成什么样子。也许只会说一种语言，也许只是固守着菲律宾的单一文化，更不能经历和见证

祖先居住的土地在当代的生生不息。

如今，我的所有行为、想法，以及对生活的各种选择和决定，都深深烙上了中国的印记，

我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书写着和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还会这样一直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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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沙卫诗（也门）

２０１８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四十年物换星移，岁月如歌。四十年奋发图强，
中华儿女谱写了诗章；四十年砥砺前行，神州大地丰收了硕果；四十年携手并进，改革开放播

下了希望。作为一个来中国已经５年的外国人，我的求学之路还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
相关呢。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为一名留学生，我为自己有幸见证中国的飞速发展而感到激动

和兴奋。我的父亲曾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来到上海同济大学求学，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改革开
放。在留学期间，父亲深深的爱上了中国。学成回国后，他经常在家

(

读《论语》、《孟子》等

儒学经典，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故事，而且还会在春节期间教我们包饺子，挂中国的红灯笼。

由于对中国的依恋，父亲经常来中国出差、旅游，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

的印记。父亲非常坚定的要让他的孩子们来中国学习。于是，哥哥、姐姐和我先后来到了中

国求学，并且他们目前已经在南京定居工作了，而我才刚刚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

是父亲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们家所有人的生活，我们在中国学到了真才实学，美好的

工作环境也让我们整个大家庭幸福起来。我想，这就和改革开放一样，一个决定改变了中国

的发展，让中国变得富起来、强起来。

在也门，如果去购物或者去朋友家玩，我的父亲会开车带我们去。但是由于网络太慢，

没有办法用汽车导航，所以私家车只能用于短途旅行。来到中国后，便利的交通为我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中国的４Ｇ网络使我从一个路痴，变成了一个导航万事通。时速３５０公里
的高铁让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铁颜面扫地。高铁的“快而稳”真正彰显了中国速度！

有一次在北京我体验了一把“２４小时无现金生存”，高效率的支付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普及到了全国。科技的进步需要有激情的科研人才、有活力的

市场环境和有魄力的政策规划的支持，而中国，做到了！

去年我参加了央视的汉语桥，和全球的外国人一起展示汉语能力，让我由衷感受到汉语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我不得不提的是石油行业。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石油工作者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

拼搏精神，给现代化建设提供能源支撑，夯实经济起飞的基础。

将来我毕业了也要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留在中国工作。我要做一名石油工作者，用我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投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

改革开放的中国拉进了与世界的距离，汇聚了奔涌的活力，留下了新时代的光辉印记。

中国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未来，还有更多个四十年，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奋

斗，去开拓；还有更多的梦想，需要我们去憧憬，去追逐，去实现。

作为一名在中国的留学生，我很荣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份子，让我们携手

并肩，去开启下一个辉煌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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