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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创刊３０周年献辞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　陆应飞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转眼间，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杂志创刊已满三十年。三

十年的历程，饱含着作者、编辑和发行人员的辛苦和欢乐，饱含着广大读者的关怀和期盼。

在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向一切参与、关心和支持《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杂志创刊于１９９０年。三十年来，硕果累累。已出版了１１７期，
刊登了２０００多篇论文，已有１０００多名从事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者先后在本刊上发表了自己
的科研成果。不少年轻留管工作者通过在《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处女

作，迈入了来华留学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殿堂。

本刊文章主题突出，内容充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语言文字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或实践借鉴价值。许多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坚实的理论

基础。

本刊以繁荣来华留学教育科学研究为宗旨，其论文都是对当时来华留学教育所遇到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记录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印记，记载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过

程，留下了历史文献，形成了历史积淀。

本刊是“交流平台”。它聚集了从事来华留学教育管理领域的广大留管干部、教师、专

家学者及有关领导，搭建了相互沟通、平等交流的平台。同时加强了高校之间、区域之间的

横向交流，成为学会与会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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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教育工作的长期发展规划，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咨询，为我国高校加速国际化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

本刊是“实践平台”。它很接地气，始终面向实践，抓住来华留学教育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组织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本刊的论文大多是广大一线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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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已到而立之年。它随着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而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

其编辑出版工作，提质增效。本刊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深

刻认识到：办好会刊杂志，必须注重政策性、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三十年来，《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的编辑人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道德和追求，努力

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宝贵年华和聪明才智。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务实、创新、拼搏

的工作精神，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办得更好，为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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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中国概况课教学的主要问题探析

东华大学　胡清国　张雪

摘要：中国概况课的教学意义重大，但在现实教学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通过调查访谈，我们归纳了中国概况教学中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课时少内容

多；教材难度过大；文化内容取向上的厚古薄今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传统与单一。

找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教材、教学内容的选取以及

叫教学方法的调整创新来解决。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中国概况教学；主要问题

一、引言

教育部９号文和４０号文都明确要求，中国概况应作为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的必
修课。其教学目的是向来华留学生“系统、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１］

现在凡是开办了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的高校都已开设此课程。但问题在于，教学效果

差强人意，与我们的教学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概况》是留学生最不喜

欢的课程之一。［２］

我们为了了解并把握该课教学不受欢迎的具体表现，遂于２０１８年对本校及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概况课的７位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访谈，除去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归
纳出课程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概况课教学的问题与不足

（一）课时少内容多

各高校现在都开设《中国概况》课，但基本上给定的课时有限，多数高校周课时为２节，
一学期总课时３６节，如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华大学等均是如此。还有的学校教

学周只有１６周，这样一个学期的教学时数只有区区３２节，只有少数学校可能周课时达到三
四节。如果再加上节庆休假以及学校活动，课时量还要受到影响。

但反观教材包含的内容却是极为丰富，含量很大，这就给教学者和学习者带来一些困

难。我们以目前国内高校基本主要流通使用的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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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教材中国文化内容统计

教材 内容

王顺洪《中国概况》
国土、历史、人口、政治制度、经济、科技、教育、传统思想、文学、艺术、习俗、旅游、

国际交往（１４章）

宁继鸣《中国概况》
国徽国旗与国歌、行政区划、地理与资源、口、民族与语言、历史、经济、外交、科

技、教育、传统思想、文学、艺术、习俗、体育健康（１５章）

肖立《中国概况教程》

第一单元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国土资源、古代历史、人口、民族第二单元中国

政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和政府机构、中国的国防事业、外交第三单元中国经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

中国金融和保险业第四单元中国社会：中国环境和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教育、中国的

科学技术、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共４大单元１９个章节）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几本教材的内容含量都比较大，三者既有大量共同的部分，也有一

些特定的内容，以体现自身教材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但无论哪本教材，在内容上都极为丰

富，涵盖了中国国情教育的主要部分。

教材内容与课时不足的矛盾造成两大问题：第一，无法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作为目标在实践中兑现。我们认为中国概况课教学，除了中国国情和文化知识的介绍传播

之外，还应该将留学生的文化应用能力放在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但因为课时不足，不管是

采用哪本教材，每个单元平均只能分配１５次课，要将教材的内容介绍完已非易事，更拿不
出特定的课时来从事课堂讨论、文化评论等留学生调动自身知识框架的方式与活动，参与文

化对比、评论的机会太少，自然就限制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第二，必然在教学方式上只能“以教师为主”，由教师唱独角戏，一讲到底，制约了学习

者“体验式”“沉浸式”的时间与空间。

（二）教材难度过大

教材难度太大，客观上影响了来华留学生自学的积极性，“遗憾的是，目前教材的通病

正是难度过大，难以阅读”。［３］没有事先的预习，仅靠课堂教学有限的时间，依靠教师的介

绍、阐释解决难度问题，又在客观上造成课时与教学内容丰富的冲突。

教材难度大是教材内容难，周小兵等（２０１０）运用词汇等级统计分析等量化手段，系统
考察了九部汉语文化教材，结果发现：语言太难是中国文化教材的通病之一，也是难学难教

的重要原因。［４］

１词汇超纲比重大

对学习者而言，衡量一本教材的难度，首先是看教材的词汇量与词汇出现的难度。在第

二语言的学习中，学习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字之失，则一句为之蹉跎。”一个句子中如

果有一个关键词阻隔，那么整个一句话的意思都无法理解，倘若一个章节、一个段落中多出

现那么几个生词，学习者连查阅词典的兴趣都会缺失。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各类课程大纲中，都十分强调教材内容的词语不能超纲，甚至

对此有明确的指标限定，比如《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就列出不同学习阶段的

教材词汇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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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阶段教材的词汇等级要求

等级
词汇

达纲 超纲

初等 ≥８５％ ≤１５％

中等 ≥８０％ ≤２０％

高等 ≥７５％ ≤２５％

但中国概况的教材显然不是这样，康洁（２０１５）对郭鹏本《中国概况》和肖立本《中国概
况教程》的词汇难度作了细致的统计分析，［５］我们将之列表显示：

表３　两本教材超纲词汇统计［５］

等级 郭鹏本《中国概况》总词数：５７２１ 肖立本《中国概况教程》：５３７４

甲级词 ６５８　　１１５０％ ５１０　　９４９％

乙级词 ９４７　　１６５５％ ８５２　　１５８５％

丙级词 ６７１　　１１７３％ ６３５　　１１８２％

丁级词 ７１１　　１２４３％ ７４９　　１３９４％

超纲词 ２７３４　 ４７７９％ ２６２８　 ４８９０％

显然，这两本教材的超纲词大大超出了大纲规定允许的范围，都接近５０％。一般而言，
不管是哪一门课程，其教材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超纲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无法避免的。

所谓超纲词指的是超出了国家汉办制定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词汇等级大纲”中的“甲乙

丙丁”四级词汇。也就是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超纲词较少出现在精读、口语、阅读、听力

等技能型课程中，而在中国概况教学中，因为超纲词过多，学习者根本无从习得。

大量的词汇在先前的课程中都没有接触到，更遑论理解并进入学习者的心理词汇框架

中，这当然会极大挫伤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这也可能是导致他们课前不愿预习，因而课堂

中又难以跟上教师的上课节奏的原因，教学效果不彰也不奇怪。

因此，“《中国概况》是留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之一，留学生对其教材的评价极低，普遍

认为《中国概况》的词汇难度大，词汇专业性强。”［２］对学习者的调查也显示，“我班部分留学

生认为政治和经济这两单元太复杂，词汇难度大，对此不感兴趣。”［６］

２专业术语过多

专业术语很多都属于超纲词，即使有些术语的汉字、词汇都没有难度，但一成为专业术

语，就内蕴着特定的文化含义，比如“五四运动”，对留学生而言，这些词汇都应该是早就学

习掌握并应该记忆和及时、有效输出的词汇。但成为专门术语，带上特定文化含义，对那些

对中国历史事件了无概念的来华留学生而言，就成为很大的难题。

同样，介绍中国的家庭形式与观念的变迁，就必然涉及到“孝”这个专门术语，这个专门

术语很可能就成为阅读、理解的拦路虎。

而从教学实践看，只有解决了语言障碍，才能保证学习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内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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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如果来华留学生带着语言学习的习惯，显然会因为专门术语的数量而难以持久。如

果老师上课只是像教精读课那样重在解决字词句的问题，不断解释不断查阅词典，这样的教

学必定十分枯燥，学生也会失去学习兴趣。

刘佳（２０１５）在分析《中国概况教材》时很无奈地表示：“教材中有大量的年份、术语和数
字，仅中国人口一章的数据（不包括表格中的数据）就有１１０个。这不利于教师的教学，是
留学生阅读的障碍。”［６］

中国概况课超纲词过多，也有其客观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概况毕竟是文化

知识课程，专业知识课程与听说读写等技能性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要将知识介绍传播

给学习者，就要碰上大量的专业知识术语。

日常生活的汉语交际不会出现这样大量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词以及年份，这些专

业术语也是知识的组成部分，对专业术语的理解、记忆，本身就是衡量学习者对中国国情和

文化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因此，对于一些与现代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术语等该教

还是要教。

比如讲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其中代表性的儒家思想中很大部分，还代表着当代中国人

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国家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的政策。如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名，

儒家思想中“仁”、“中庸之道”等术语，如果学习者连概念术语都无法习得并记忆，更不用说

理解、掌握其中的含义，理解中国人在社会交往的表现。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毛泽东”这个名字在现代中国是无法回避的，要了解现代中国，就必

须了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历史和意义。现在尽管中美两国的交往较多，但是美国的高中生却有

８０％的学生不知道毛泽东是谁，有２５％的学生不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什么海洋。［７］

３教材强烈的书面语表达倾向

一般而言，文化知识都是正式、庄重的表达，这在语言形式与表述中，就会大量运用成

语、古诗词这样具有较强书面倾向的表达。另外，在言语表达中，任何语言都存在书面语和

口语的分野，这主要体现在词汇上，有些多用于口语，有些则多用于书面语。比如说，介绍中

国在世界的地理位置时，一般而言，都是这样说“中国地处亚洲东部，位于太平洋的西岸”，

这里的“地处、位于”等就是书面表述，在这里换上“在”就不太恰当。

再如郭鹏本《中国概况》中的一段话，“春秋战国（前４７５—前２２１）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改
革运动，加速了思想的发展。思想家纷纷涌现，‘百家争鸣’迎来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第

一个黄金时代。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墨子，战国时期的孟

子、庄子，……统称为‘诸子百家’或‘先秦诸子’。”这段表达就体现出鲜明的书面色彩，比如

说“社会动荡、涌现、著名、统称为”等都是集中的体现，这些词语在口语表达中较少使用。

而我们的语言教学，主要强调的是交际性的体现，在听说读写技能教学中一直强调口语

教学，这在学生的初中级阶段是合适的、正确的做法，因为口语的词汇可以让学习者在生活、

学习或工作中有较多的再现机会，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快地习得并成为心理词汇，在相同或相

似的情境中在大脑中激活并输出。

但目前过于强调学习者的口语学习，在中高级阶段仍然这样强调，有时候也会给学习者

的进一步提高带来影响与迟滞，影响他们的书面表达，难以成为语域较高的汉语表达者，所

以有汉语教学专家强调，到了对外汉语的高级阶段应该引入书面汉语教学，强调汉语表达的

优美、庄重、得体。

而中国概况的教与学应该就是这种教学的情境，因此适当加强书面汉语的学习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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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过多的书面表达方式无疑也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

（三）文化内容取向上的厚古薄今倾向

所谓文化内容取向上的厚古薄今倾向，指的是在教材的文化内容介绍与阐释中，古代文

化内容占了相当的比重。这种状况并非是一两本教材的表现，而近乎是中国国情中国文化

内容的主流、主体的潮流。

对此状况，众多学者多有指出，“不少教材古代知识文化的比例太大”“历史文化内容太多是

中国文化教材的通病”。［４］“相关的文化教材和著作，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大都是以古代文化和古代

习俗为主，很少涉及当代文化和习俗；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很少或完全不联系当今的情况。”［８］

我们以比较主流的教材王顺洪主编的《中国概况》为例，谈到中国婚俗时，将传统婚俗

的“六礼”（从求婚到结婚的六个环节）做了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婚俗，显然

已经不是传统婚俗的这六种环节的表现，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也促动了人们婚俗观念的鼎

兴革故。观念的变化使得青年人的恋爱、结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是革命

性的变化，但是在教材中，对这些革命性变化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是置之不理。

当今中国青年人的恋爱、结婚，早已不是男尊女卑、父母包办的封建传统和观念的做法，

更多地是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妇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让广大年轻

妇女在恋爱婚姻中更加追求平等、自由、包容和尊重，妇女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能够

最大限度地在恋爱、婚姻中体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可惜这种变化却没能得到教材编撰者

的重视，未能及时在内容中得到表现。

文化内容选取上的“厚古薄今”“重古轻今”表现，如果我们不加重视、掉以轻心，不能够

采取措施加以矫正，无疑会对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的介绍与传播带来损失甚至是伤害。

首先是可能给来华留学生一个失真的、片面的中国、中国文化的印象，造成学习者心目

中的错误认知，觉得当下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表现，只能以传统文化来应付，严重

者可能让学习者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偏见、歧视感。“我们的文化教材一味重古轻今或谈

古不谈今，就更容易使他们对当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某种神秘感、落后感乃至莫名其

妙的恐惧感。”［８］

其次，不能够联系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来开展教学，显然也不利于他们跨文化能力的训

练与培养，不利于他们走进中国，走近中国人。中国概况的教学目的，是要让来华留学生通

过中国概况的教学，了解、认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养成对目的语文化的积极态度，

转变头脑中固有的对中国形象、中华文化的负面的刻板印象，看到、理解并习得中华文化的

积极因素，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近些年来，中国概况教材已经编写、出版了不少，但这些教材仍具有较强烈、明显的“重

古轻今”的倾向，其原因还在于：

第一是文化不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主要是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比较多，采

取的是拿来主义。从过洋节到看好莱坞大片，吸收国外文化观念，都是这种文化引进、吸收

的外在表现形式，感觉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不是那么有影响、受欢迎，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无疑

是客观事实。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种文化总是适应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与生产方式的，

都存在精华与糟粕，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只有在交流、碰撞和交融中吸收其他文化

的先进理念和精华，才能够共同进步、共同升华。

我们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逐渐由弱势到强势、从

６



封闭到开放、从边缘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定是中华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世界潮

流的真实、客观的反应。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提炼。因此，教材编写者一

时还难以在教材著作中准确概括、归纳当今中华文化的要素，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对当今世

界治理的共同难题，还难以说明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

（四）教学方法的单一与传统

中国国情与中华文化的介绍与诠释，本质是一种综合性的课程教学。中国国情、中华文

化包含如此复杂、多维的内容，客观上就对教师的教学手段与教学艺术提出了很高的、多元

的要求。也就是说，面对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传播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时，应该避免传统

的、纯粹的课堂传授模式。

但实际情形却是“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对内容的重视多于对教学方法的重视，文化

教学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９］这样一来，丰富、鲜活、多姿多彩

的文化教学内容，也难以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难以提高学生的兴趣，本来可以生动有趣的文

化课堂变得枯燥、无聊。“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相关综合性课程文化教学在教学

过程中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测试，综合性的文化课堂变成了‘纯粹单一’的知识课堂。

知识的传授固然简单，但是也陷入了非常中国化的‘灌输式教育’。”［１０］传统的中国概况课是

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本———讲授———讨论的方式为主。这种教学方法的主要局限是：１）以教师
为中心，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２）运用演绎法，容易对中国文化形成过度概括；３）缺乏真实
的文化语境，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４）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脱节。”［１１］

中国概况课堂教学方式传统单一的原因是客观情况的制约。前面已经提到，课时大多

数是总课时３６节，而中华文化的教学内容却极为丰富厚重，不可避免就造成了课时与教学
内容的冲突，所以，“‘中华文化专题’仅占２学分，与其重要性不甚匹配，而如何在短短的３６
课时中完成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专题’授课任务，对于教师也是一大挑战。”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厚重博采。短短的３６课时无法展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精粹。”［１］

但作为课任教师，又总有一种普遍的文化不自觉，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丰富、真实地展示中国

悠久灿烂的文化与文明。总是会认为，如果不能够做到教学内容的系统、全面，就未能很好地

承担起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职责和使命，因此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要将所有的文化内容过一

遍，对中华文化教学的方法的疏忽甚至放弃有时也成为一种无奈的、被迫的不自觉。

“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课程教授内容中，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

题，而且容易集中到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少数项目上。但是，对教师而言，大多希望把中华文

化原原本本地交给学生，自然不免广泛涉及到哲学、宗教、艺术以及现代中国的各种情况，这

自然与留学生仅从个人好恶出发所选择的学习内容有所矛盾，成为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中

的一大问题。”［１２］

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就是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及能力的欠缺。从我们的调查访谈

看，老师们深刻地感知到自身文化知识与教学艺术的匮乏与欠缺。如果是自己较为喜欢、平

时有所涉猎的文化内容，教学中就能够较为从容、有序，也就能够关注、讲究教学方法、教学

艺术的运用、改进，而对那些自身也了解有限或者是不感兴趣的内容，就总想对付过去，应付

了事，自然也就难以关注到教学艺术的使用，教学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难尽人意。

因此，对一个中国国情教育的教师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正因此，对外汉语教师普遍

视中华概况教学为畏途，这导致中华概况教学的老师更换的频率特别快，很难有教师愿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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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定地固定在中国概况教学的位置上。显然，这种状况是不利于我们的来华留学生教育

的，也不利于我们对来华留学生“知华、友华”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成功的中华文化教育者，就需要教师能够热爱中华文化，有良好的

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如此才能矢志于教学。在中国概况教育中，作为中华文化的讲授者与传

播者，要让你的教学对象了解、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教师自己首先必须了解并热爱中华文

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对介绍、传播中华文化有兴趣、有激情。

来华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成年学生，他们能够较为敏锐、真切地感知、

体认教学者对待自身民族文化的态度与情感，这种态度与情感对受教育者也是无声却又是真

实具体的刺激和影响。可以想象，一个中华概况的教师，却连自己的本族文化都不熟悉不热

爱，怎能很好地起到中华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怎能让教学对象也产生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尊重。

更重要的是，中华概况的教师应该既是专家又是杂家，这是中国国情中华文化教育课程

的性质决定的。中国概况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既有人文科学的内容，又有社会

科学的内容。

一个中国国情课程的讲授者，就需要对这些内容有基本的认知与理解，这样在教学中才

不会仅仅停留在照本宣科的阶段；才可能对一些文化内容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才能较好地

与学习者开展不同文化的交流、讨论；才能保持对文化交流中的敏锐感受能力，有针对性地

解决学习者基于自身兴趣提出的各种突然的、奇怪的问题；才会有对话的基础，才能保持对

学习者的吸引力、影响力。

所以韩秀梅（２００４）强调：“《中国概况》可谓包罗万象，加之不同背景的学生兴趣点不
同，常常会问一些备课时没有准备的问题，对这些没有准备的问题的回答，就要看平时的积

累。知识面越广，积累越深厚，讲课就越能游刃有余。不仅如此，广阔的知识面还可以拓展

你与不同国籍学生之间的交流话题，拉近与更多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１３］

当然老师还必须成为中华文化的专家，所谓专家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对中华文化某一领

域、某一话题的专门的研究者，而是指中华文化的教师必须跨越教材内容的窠臼，不为教材

的内容限制，能对中华文化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有较为深入的阅读，紧盯相关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与最新发现，尽可能多地在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有所准备的领域或方面有较为

丰富的知识，不断更新、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

能运用一定的专门理论对这几个特定的领域进行说明、阐释，能够引领、提升学习者对这

些中华文化的感知力、领悟力，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兴趣、要求应付裕如地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强的、让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手段和艺术，追求较好的、理想的教学效果。

“教学实践也证明，学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情况的某方面是否产生兴趣与教师所讲的

内容有很大关系，老师讲的精彩的部分，往往会引起学生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欲望。”［１３］

三、结语

中国概况课对于留学生克服文化不适，更快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学习以及推动

中华文化传播、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实是中国概况课的教学不尽

如人意，甚至被认为是最不受留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因此我们想通过调查访谈，找到真实、准确的问题所在，以使我们对症下药，寻求解决问

题的办法。上面概括出的问题，都不是不能解决的。

第一，适当调整课时设置，每周４课时可能是比较适合的。至于内容多，一是看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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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与意愿，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二是根据后续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情

况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比如有些学校后续开有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学等课程，在中国概况的教

学中就可以适当删削。

第二，对教材难度大的问题，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自主降低难度，比如在教学中尽可能

变成口语词汇，使用学习者掌握的词汇开展教学。

第三，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增强自身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适当延申，比如我们在讲婚姻

习俗时，加入当今现状并跟其他国家比较；再如讲传统思想，就凸显当今中国中国人中国社

会传统价值与道德操守的继承发展。

第四，教学方式方法的问题，尤其需要教学者深入钻研，找到直观、生动的教学方法，并

将学习者已有的文化框架作为教学内容，强化他们的参与及文化的交流。关于最后一点，我

们已有专章讨论。其他的应对措施，本文限于篇幅，不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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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高校线上“直播 ＋录播”
汉语教学模式的探究与思考
———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于淞汀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我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学小组，针对留学生的自身特点和教学

条件，进行了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的全新探索。
介绍了疫情下汉语教学的主要背景，简述了线上教学的重要性，在新模式实践

前制定了教学计划，分析了实践过程中的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反思了该模式下存

在的问题并指出了一些不足，在接下来的汉语教学工作中仍需进一步努力与思考。

关键词：疫情；直播＋录播；线上；汉语；教学模式

一、疫情下的教学背景与形势

１疫情下的国内外背景与教学形势

２０２０年３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疫情全面爆发，大面积的席卷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截止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４０１９万例，死亡人数超１１１
万，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国政府迅速发布相应政策，积极开展国内疫情医疗救治，严控境外输

入，发动人民共同抗疫。

疫情肆虐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居家隔离成为各国人民几个月以来的共同行动。各

国教育部门和高校积极应对快速调整，纷纷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通过开展线上课堂

和指导、开放免费学习资源等多种方式，保障学生居家学习，为疫情期间的教学做准备。如

英国杜伦大学从３月１６日到学期结束，所有形式的课堂教学将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教学将
在线上进行。

除了实践课程以外，针对防控期间的教育教学，专家学者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齐萧

罵［１］，２０２０；陈宏民［２］等，２０２０；张明［３］等，２０２０）。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肆虐不仅
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也严重影响着人们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线

上教学正成为必要的教学形式，“线上化”教学能力逐渐成为学校、机构的必备技能［４］。

２我校国际教育学院汉语线上教学的初步探索

面对病毒肆虐、疫情严峻的客观背景，我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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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国教院”）积极响应号召，及时停止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０第二学期的线下汉语教学活动，将
所有汉语教学课程转为线上教学，利用超星平台进行网络授课。

为了更好的熟悉超星平台和线上教学，教学小组的老师们利用寒假假期时间，参加了多

场有关线上教学的培训（“如何利用超星平台快速建立网课并开课教学”“慕课堂使用培训”

“基于超星平台和学习通的六步教学法辅助教师在线教学”等），并在微信群、学习通等其他

平台建立群组，利用多种形式辅助线上授课教学，找出并探索适合于南航国教院留学生的汉

语教学模式。

二、南航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的意义

线上教学主要是指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授课和双向互动，以录播课为主，采取“录播 ＋线
上答疑”的形式，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采用直播＋线上答疑的形式，课后辅导可以采用点播或
线上答疑形式［５］。以线上“直播 ＋录播”汉语教学模式进行汉语教学，具有良好的现实意
义，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探讨：

１面对疫情，打破时空界限差距，恢复教学秩序

直播课程的教学对象多为地域时差较小或者在中国境内的留学生，教师选择合适的时

间（以白天为主）进行重难点、知识点的直播课并录制课程，有较好的师生互动。

而录播课程供海外时差大、地理位置不便或网络受限的学生学习，教师课后将录制好的

视频提取剪辑并上传至公共学习平台，学生在观看时总结问题反馈给教师，教师再集中在课

上回答这些问题并录制视频。

同时，教师单独录制重要知识点、语法点的精炼讲解视频或以思考题的方式复讲知识

点，视频长度一般为二十分钟左右。

“直播”教学较好的还原线下教学模式，可以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有效地针对重难点

问题交流，教师可获得清晰的反馈，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对知识点的教学也可以直观深入。

“录播”教学可以为有时差国家或地区的学生提供学习素材，并针对学生容易出现的问

题录制辅助汉语学习的相关视频，上传补充资料供学生课后学习。

通过这种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尽量地恢复疫情下各国留学生线下教学工
作不能顺利开展的正常教学秩序，师生交流不受空间物理特性的约束，学生也不受上下学、

白天晚上学习的限制。

２针对国际化教育大趋势，完善传统汉语教学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国际背景下，国际间教育教学的合作在逐渐加强，教育国

际化趋势日趋明显，各国的教育院校、教学平台及机构相互交流、相互研讨、共同协作，无论

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都需要多元化、多平台的共同发展。

尤其是在海外，线上教学已逐渐成为国际汉语教育“主课堂”。而高校的汉语教学也应

该顺应大潮流，将“线上”教学搬至汉语教学的主平台，将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紧跟国际化

趋势［６］。

南航国教院的汉语教学一直使用传统模式进行授课，在固定教室规范化教学。由于工

科类学生较多，必修综合汉语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在本科阶段前两年设置，汉语阅读写作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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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辅助汉语跟进学习，全部课程在线下教室通过面授完成，形成了“必修 ＋辅修”的线下
汉语教学模式。

为贯彻落实《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２０１７〕第
４２号）［７］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教外〔２０１８〕５０号）［８］，完善人才培养，
提高学科专业水平，符合相应教育层次、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或相关规范，同时响应防疫期

间的“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我们教学小组针对２０２０级新生进行全面地教学改革，重新规范
了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模式，不单纯满足于原本的纯线下教学，增添了新的线上

“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对汉语教学进行优化升级。

３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减轻面授压力

通常情况下，线下课程集中，进度快，在规定时间内对学生进行重难点内容教学，效率高

的同时有时候会引发课堂知识点密度大，学生压力大等不足的弊端。为了缓解这种面授压

力，适当将一些知识搬至网络教学，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多种教学平台和资源进行网络

授课，减轻学生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剥豆豆是一款辅助规范教学的线上游戏工具（直播录播均可使用），类似于流行

在海外学生间的Ｋａｈｏｏｔ平台，以做游戏竞赛的方式答题，帮助学生复习巩固所学知识，教师
在后台数据统计处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及学习状态，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这样可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转变其对知识学习枯燥的观念，也增加了学生间的竞争力和学习动力。

由此可见，线上“直播＋录播”的汉语教学模式，在直播课程中增添娱乐练习活动，以游
戏化的学习方式丰富汉语学习，在录播时“闯关打卡”，观看视频学习完成此“关卡”后才能

进入下一“关卡”，全部完成后方可学习完所有的课程，以便督促学生学习。这样的教学模

式可以较好地弥补各自单独教学模式的不足，达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更好地促

进汉语学习的目标。

三、南航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１初步制定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指课程设置的整体规划，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制定的教学和教育

工作的指导文件。为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南航国教院初步根据学院留学生的学习目

标、教学条件及背景设计了线上教学计划，其中包括线上“直播 ＋录播”汉语教学模式下的
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安排以及教学方式（随课程进度进行调整）。

教学目标有两点。第一，统筹国内外不同国家（地区）多时差的汉语教学时间后，利用

多种线上教学资源，尽量还原线下课程的学习状态；第二，继续坚持以全面培养学生听说读

写的四项基本技能为总目标，合理安排线上汉语教学，完善汉语教学体系，探索出与以往汉

语课堂教学不同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以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环境，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

的思维能力为教学原则，实时预设由线上教学引发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掌握学生的前认

知特点，实施一定的教学策略。以此为准则，制定了初步的教学安排，并根据教学进度进行

具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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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南航国教院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课程（重点课程）和方式安排

时间阶段 课程 教学方式

第一学期

（前疫情）

《综合汉语２》 录播（个别教师直播初尝试）

《初级汉语听力》 录播

《汉语基础写作》 录播

《中级汉语》 录播

《综合汉语（语言班）》 直播＋录播

第二学期

（后疫情）

《综合汉语１》 直播＋录播

《综合汉语３》 直播＋录播

《汉语阅读》 直播＋录播

《综合汉语（语言班）》 直播＋录播

２探索线上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

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

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它具有指向性、

可操作性、稳定性、灵活性、完整性等特点。

在前疫情阶段中，我们教学小组的教师主要以线上录播课程为主，个别教师尝试以直播

方式进行答疑；后疫情阶段中，更新完善以“直播＋录播”模式进行教学，同时答疑方式以多
种方法进行，如在直播中正式解答，在课后的微信、学习通等平台帮助学生答疑解惑，从而探

索出全新的线上“直播＋录播”汉语教学模式。
总体上，基本的教学程序是：教师备课（直播 ＋录播）→线下课堂教学 ＋同步海外直播

→录制视频剪辑录播→总结录播问题→录制解答视频并上传。
下面，笔者以自己所授《综合汉语》课程为例，从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两方面对汉语线

上“直播＋录播”教学模式的探索进行阐述。

（１）线上教学策略的实施

教学策略指教师在教学中所使用的策略，是教学设计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以完成教学计

划中的目标为准则，在特定教学情境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的教学措施。笔者在汉语

教学中使用了先行组织者策略和问题式教学策略。

先行组织者策略是奥苏伯尔针对有意义学习内部条件中的认知维度的［９］，学生学习新

知前，知识结构体系内部有一个抽象概括度高的具体系统，笔者将新知与旧知、学习背景相

结合，在线上“直播＋录播”教学中共同帮助学生组织需要的学习材料。
“直播”先“定义”，给语法概念、给生词下定义，把学生全新或不熟悉的新知展现出来，

以“定义”作为先行组织者提供材料。

“直播”时“概括”，在输入信息较多学生把握知识难度较高前提下，总结概括语言内容，

以“概括”作为先行组织者提供材料。

“直播”后“类推”，在新知与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某类知识具有结构、功能、性质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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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类似推导教学，比较二者或多者之间的异同，加深对新知的理解与记忆，以“类推”作为

先行组织者提供材料。

同样，“录播”课程中“概括”知识点，“类推”相关结构，录制精炼总结的视频。

问题式教学策略是用提问的方式借助信息之间的联系，深化学习者对新知识新信息的

理解。“直播”过程的问题多以“为什么”“怎么样”“还有呢？”等易简单思考，适合大家讨论

的类型为主，不断交替轮换地使用学生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的问题和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

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的新知结构与归纳出的概念定义，并用已解决的问题相关的解释来帮助

学生理解其背后的原理。

课后的“录播”阶段多以深入考察、独立思考的问题类型为主（“你是怎么知道的？”），

以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单独探究。要求学习者阐释新知要点，与关键知识点之间建立

联系，发掘头脑中知识结构体系，引导学习者自己总结学习知识的过程。

（２）线上教学方法的使用

教学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教授法）和学生学的方法（学习方法），是两者的有效结合

统一。线上汉语教学有着特殊的教学环境，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与传统方式有所不同，不仅

要体现师生双方的教学目标及要求，符合教育价值观，也会受到直播录播课程本身给具体的

教学组织形式带来的影响和制约。具体有两种方法：

第一，直播讨论＋录播思考。以《新实用汉语课本２（第二版）》第十六课“我把这件事儿忘
了”（第一课时）为例，课上所学语法点为简单趋向补语，“直播”操练问题主要集中在学习“上、下、

进、出、回、过、起”和“来／去”之间的搭配组合，理解并掌握不同简单趋向补语之间的区别。
课后“录播”过程要预留问题———在简单趋向补语中加入宾语后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宾语

是人时的结构是什么？宾语是物／地点时的结构是什么？宾语是代词时的结构是什么？以此使
学生独立思考，并为下一课时做预习准备，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学习趋向补语这一语法点。

第二，课上习得＋课后操练。语言的操练很大程度受学生的自觉程度和学习积极性的
影响，这就考验了教师如何在线上课堂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自主性。由于线上直播教学主

要集中灌输新知，提高在线教学效率。课后录播学习和辅助学习也要跟上进度，笔者使用超

星平台的多种资源（讨论和分组任务等功能）督促打卡学生完成作业，帮助学生课后线上练

习，复习旧知，弥补了由于时差和地域问题引起的怠慢侥幸心理、操练等不足。

以笔者语言班班级《综合汉语》课程为例。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第二学期，利用线上课程
及网络资源共设计了三次任务活动，该模式下的教学基本完成预期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的同时，学生学习成绩也有小范围的提高。在参加考试的１７名学生中，全部通过期末考
试，及格率１００％，大大改善了第一学期８５％的及格率，其中优秀成绩２人，良好成绩８人。

３线上汉语教学的反思与不足

基于特殊时期南航国教院留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条件，汉语教师探索着线上“直播

＋录播”汉语教学模式，然而这种模式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教学资源有限。线上课程需要电子资源（课本、练习册、学习视频音频等）。汉语

国际教育电子教材来源寻找困难给线上汉语教学带来不便利的影响。同时，教学平台规模

较小，功能不完善，汉语学习的公共教学资源与其他专业相比较为贫乏，可选择性也不高。

完善的直播平台是获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资源和公共线上汉

语教学平台的建设等条件有待改进［１０］。

第二，成绩考核难。面对着屏幕，教师无法判断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直播过程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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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头的开放学习不一定代表知识点的真正输入，作业的完成也不能反映学生是否认真习得

教师所授知识。线上“直播＋录播”教学模式无法真正还原教学成绩的考核，这对师生来说
都是一项较难克服的问题。

第三，网络不稳定。线上教学需要师生共同拥有较好的网络条件支撑，尤其是直播课

程，而个别国家没有良好的网络设备或者网络速度慢，有延迟［１１］。据笔者测验，在网络良好

的前提下，现阶段使用的腾讯会议直播仍会有１－２秒的时间延迟，超星平台直播有３－４秒
的时间延迟。延迟或者网络速度不支持，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教师教学的过程，网络因素成为

了线上教学的关键点。

第四，练习交互性差。传统的汉语课程较多以大班进行，少则三四十，多则六七十人，这

很不适用于网络线上教学，直播教室人数过多会影响教学效果，教师无法顾及所有学生，互

动起来非常困难。同时，由于网速和平台引起的网络延迟，使得课堂交互练习出现一定的时

间偏差，尤其是需要口语进行表达的操练形式，练习过程中的交互性较差［１１］。

四、结语

疫情下，线上教学在汉语教学方式中的总体比例明显增大，这种教学模式在汉语国际教育中

越来越重要，尽早的适应、了解、学习并探索线上教学是极其必要的。线上“直播与录播相结合”

模式是针对我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关于汉语教学模式的全新探索。

该模式较好地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更好地利用了特殊时期针对不同教学

内容教学对象的教学策略及方法，完成了预设的教学任务，基本上还原了线下汉语教学的过

程及教学效果。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接下来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需进一步

地努力与改进。

参考文献：

［１］　齐萧罵．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远程教育影响的思考［Ｊ］．科技与创新，２０２０（１８）：４４－４５＋４９．
［２］　陈宏民，顾颖，潘宇超，谢天．疫情下高校在线教育的问题审思与发展路向［Ｊ］．教育与教学研究，

２０２０，３４（０９）：４４－５２．
［３］　张明，毕渔民．疫情防控背景下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与其未来发展趋势［Ｊ］．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

学报，２０２０，３９（０９）：７７－７９．
［４］　李宇明，李秉震，宋晖，白乐桑，刘乐宁，吴勇毅，李泉，温晓虹，陈闻，任鹰，苏英霞，刘荣艳，陈默．“新

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上）［Ｊ］．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０（０４）：１－１１．
［５］　韩欣楠，陈佳尔，于蓝婷．浅论疫情期间对外汉语线上教学［Ｊ］．文学教（上），２０２０（０８）：１６４－１６５．
［６］　高亚俊．线上教学模式探讨及经济效应分析［Ｊ］．？福建茶叶，２０２０（０２）．
［７］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２０１７］第４２号）．？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２／ｓ５９１１／ｍｏｅ＿６２１／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６＿３０４７３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８］　教育部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教育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２０／ｍｏｅ＿８５０／２０１８１０／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３５１３０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０．
［９］　奥苏伯尔（美）．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５－１８．
［１０］　崔希亮．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汉语教学［Ｊ］．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２０，３４（３）：２９７．
［１１］　王瑞烽．疫情防控期间汉语技能课线上教学模式分析［Ｊ］．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２０，３４（３）：３０３．

（作者于淞汀，女，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专职汉语教师，从事留学生汉语

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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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技术的高级汉语写作课
评价模式探索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馨郁

一、引言

对外汉语写作课堂教学长期以来因循着较为传统的模式，表现为首先讲解写作要点，再

阅读和分析范文，最后让学生完成习作。这种模式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输入与输出阶段之间有明显间隔，学生在没有实践体会的情况下对写作理论的理

解多半是概念性的、生硬的，到真正开始写作时并不能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融入到文章中；

二是学生在写作前一般缺乏明确评价标准，不清楚自己应该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写作，也

不知道自己所写的文章质量如何，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意识，只把写文章当做必须完成的

任务；

三是教师不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也不清楚学生在写作中的思考过程、遇到

的困难、采取的策略等，往往只能通过最终完成的文章来做评判，获得的反馈不足，不利于教

学的改革和创新。

对外汉语写作教学领域的研究也比较薄弱。如课堂教学研究方面，形成性评价设计、写

作任务评估标准等研究不足；认知策略与写作进程研究方面，对学习者写作学习过程的认知

特点研究不足；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的关联研究也有待加强（罗青松，２０１１）。
因此，笔者希望借鉴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动态评价和过程评价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汉

语写作课进行指导。动态评价（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又称学习潜能评价，是对在评价过程中
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

力的一系列评价方式的统称（Ｌｉｄｚ，２００３：３３７）。
过程写作理论则强调任何写作学习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教师的监督指

导，更需要学生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对文章立意、结构及语言的有意学习（杨俐，２００４）。
参考这两种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笔者在西北某高校汉语言专业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两个年

级的两个班学生的高级汉语写作课中进行了新型教学评价模式的尝试与探索。希望从评价

的角度切入教学改革，借助明确细化的写作评价标准以及连续性的、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激

发留学生学习和探索的主动性，增强教师对学生的监督、帮助和指导。

同时，通过了解学生在写作中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发现学生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提升的

空间，促使学生将潜在写作发展能力挖掘出来。

二、写作课评价模式设计原则

写作课评价模式设计原则主要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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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评价标准实现对整体写作课的规范与调控。

以标准为基础的外语教学是２１世纪外语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语言教育发达的欧美诸
国均出台和修订了完善细致的外语学习标准，如美国的《２１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欧洲的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等。

与这些设计科学、内容丰富翔实的学习标准相比，我国在汉语学习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方

面尚存在较大差距。学习标准应涵盖教学的总体目标、分级目标、评价标准等诸多方面，贯

穿教学的全过程，以培养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制定较为具体

详细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从标准出发指导自己写作学习的全过程。

第二，将评价活动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

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写作课评价是以课堂为基础的评价，它是建立在写作标准基础之上

的动态性、过程性的评价。它的动态性和过程性体现在把测量和干预结合起来，通过教师的

提示、指导和反馈等手段对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思维、认知、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评

价，关注的是学习者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因此，教师需要设计多样化的评价形式，

并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第三，引入教育技术。

利用教育技术节约评价时间，提高评价效率，保护评价隐私；同时，收集学生的认知和学

习体验感受，为教师改进教学和评价模式提供反馈。

本项研究和教学改革重点使用的教育技术手段是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教学管理平台。学生可以
把完成的写作练习上传到平台上，直接由教师审阅和评价；同时，平台拥有的“自评和互评”

功能也可以实现学生之间的评价，即同伴互评。它主要可以帮助分发工作量，并确保学生从

多个人那里收到反馈。学生还可受益于针对定义的标准评估提交的分析体验。

同时，在同伴互评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了解到整个评价过程的进展情况，也可以通过学

生对其他成员的评价结果，了解该学生是否是认真完成该评价。

除了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平台，我们也借助了“问卷星”的“调查及数据收集”功能，它可以快速
收集评价结果并分享给全体教师和学生。

综合以上三方面内容，我们用图１进行了概括。从图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学习目标制
约着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对整体学习过程起指导和调控作用；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

多样化评价的实现依赖于教育技术的辅助。

图１　高级汉语写作课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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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课评价模式设计过程

（一）设计细化的评价标准

１参考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设置总体评价标准

汉语言本科专业教学大纲对高级阶段写作能力的具体描述如下：

①能使用常见修辞手法写作难度较大的叙述性文章。
②能写出论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通畅的论说性文章。
③能用计算机编辑处理一般性的中文信息。
④能在１００分钟内完成１０００字的命题记叙文或说明文。
⑤汉字书写、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率均达到９５％以上。
这五项写作能力标准是设定高级阶段汉语写作课教学评价标准的总体依据。在参照一

些高级阶段写作教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标准①中的叙述性文章可以包括小传、游记、消息、
通讯、调查报告等主题。

标准②中的论说性文章可以包括议论文、读后感、演讲稿、简短的文学评论等主题。
标准③要求学生无论是写作练习还是正式考试都必须用计算机编辑处理文本而不再采

用手写方式。

标准④则要求学生在写作练习中养成控制时间的习惯。
标准⑤在平时写作练习中一般不作专项训练，只在修改习作过程中，对较难把握的标点

符号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２设计各单元具体评价标准

在总体评价标准设置好之后，需要给每个教学单元设置更为具体、细化的评价标准。以

议论文单元写作为例。议论文单元写作的教学目标是：

①了解议论文的含义和写作要点。
②能够准确提炼论点。
③能够搜集充实、可靠的论据。
④能够掌握正确的论证方法。
议论文写作从内容和结构方面看主要要求学生在论点、论据、论证方法方面达到不同要

求，我们结合单元教学目标和前文提及的总体写作能力标准，将本单元的评价标准设置如下

（表１）：
单元评价标准表的设计参考了波帕姆（波帕姆，２０１０：１７９）提及的三要素：①评测标准，

②评测标准在水平区别上的描述，③说明是使用整体评分还是分项评分方法。
从表１中可见，教师共设计了四项评测标准；采用了四级制的评测层级（每一层级在分

值上有具体要求，满分为１００分），并对每一层级在水平上的区别进行了描述；③使用了分
项评分方法。

在实际评价活动进行过程中，无论是学生作自我评价还是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都需要

依据每单元的评价标准。它体现了评价标准对整体写作课的规范与调控。评价标准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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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由教师主导进行设定，也可以建立在与学生民主协商的制度上共同完成。

它改变了过去教师在评价中的一元主体地位，体现出了师生平等、共享评价权力的新型

评价关系（赵炜，２０１８）。此外，教师在监督、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借助了评价标准，
因此还可以避免过程写作的一大局限，即课堂教学不易控制（杨俐，２００４）的问题。

表１　议论文写作评价标准

　　　分值

项目　　　
２１－２５ １６－２０ １１－１５ １０分以下

论点
有总论点；有 ３－４
个分论点

有总论点；有 ２－３
个分论点

有总论点；有 １－２
个分论点

只有总论点，没有分

论点；或完全没有

论点

论据
充分（每个论点有３
个左右论据）；恰当

比较充分（每个论

点有 ２个左右论
据）；比较恰当

论据不足（每个论

点只有１个论据）；
论据不恰当，不太

能够支撑论点

没有论据或者论据

完全不能支撑论点

篇章结构

结构完整（引论、论

证 过 程、结 论 均

有）、层次清楚

结构比较完整（缺

少引论或者结论）、

层次比较清楚

结构不太完整（缺

少引论和结论），层

次不够清楚

结构不完整、层次

混乱

语法、文字、

标点等
准确率９５％以上 准确率９０％以上 准确率８０％以上 准确率６０％以上

（二）设计丰富多样的评价形式

由于评价活动需要贯穿于整体教学过程，因此评价形式需要丰富、多样。既要能够调动

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也要发挥不同类型评价的作用。我们采用的评价形式主要有以下

类型：

１往届学生习作评价

在教师对单元写作要点讲解完成后，向学生展示或和学生商讨制定评价标准。此时学

生虽然对写作要点和写作任务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由于还没有开始练习写作，因此对评价

标准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在这个阶段，我们首先收集一些往届学生的习作，请学生参照评

价标准进行评价。要求学生指出习作的优点和问题，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这项评价活动可以借助在线问卷调查工具，把需要评价的文章发布出来，然后请学生在

线填写评价意见并提交。评价意见会以匿名方式被汇总起来（见图２），教师则可以向全班
学生展示评价意见总结表，让所有学生看到全部评价意见。

这种评价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评价标准的认识，提醒学生在正式写作练习开始时关注

评价标准，用评价标准指导自己的写作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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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调查报告”往届学生习作评价汇总

２同班学生互动评价

往届学生习作评价环节结束后，正式进入写作环节。动笔之前学生会参考评价标准思

考和安排文章主题、选材、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写作中和初稿完成后也会依据评价标准

对具体内容进行调整或修改。定稿后将习作上传至本校的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教学平台，随后就可
以进入互动评价环节。

平台可以将学生的习作随机分配给除作者外的其他学生，教师可提前设定分配的篇数。

例如每个学生收到另外两位同学的习作，教师要求学生参考评价标准对这两篇习作进行评

分，总结习作的优点、不足并提出修改建议（见图３）。
全部评价过程在平台上进行，并且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会因为认识作者而带有先入为

主的意见，以至于评价有失公允；也不会因为认识作者而产生顾虑，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收

到评价的人因为不知道评价者是谁，对评价结果更有期待感。

在教师端，教师可以监控评价的整个过程，了解评价时间、评价数量、评价质量等诸多方

面，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反馈。

图３　“议论文”习作互动评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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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可细化为三种：一是在习作初稿写作开始前，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的限定时间内

（１０－２０分钟）参考评价标准完成习作的一个片段，并在完成片段后给予实时评价。这个阶
段的评价主要是帮助学生发现准备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如资料搜集不足、对评价标准认识

不足等，避免学生在真正动笔时偏离方向。

二是在初稿和同学互评完成后，指出初稿的优缺点以及同学评价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如果教师评价和同学互评的意见比较接近，作者会更容易接受评价意见并进行下一步的修

改；如果作者认为同伴评价者的写作水平和评价能力不足，提出的评价意见不够客观公正，

就会更为关注教师的评价意见。

三是作者参考同学和教师的评价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后，教师再次给予评价。受学习

动机和能力影响，有些学生可能在完成初稿后就不再修改，有些学生则不止进行一次修改。

教师应对学生多次修改的行为给予肯定，并结合评价标准向学生说明修改后的进步在哪里，

以及需要努力的方面。

学生在写作、评价、修改的过程中取得的进步是逐渐累积的，借助多次评价方式，学生能

够对评价标准和自己的习作间的差距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并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也就是

说，学生能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做出尝试并有所收获。

（三）收集学习体验反馈

在全部写作和评价练习完成后，教师仍需要进一步了解学生对写作过程的体验。在这

一阶段可以借助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教学平台的“讨论版”功能，由教师在每单元教学结束后创建一
个讨论话题，邀请学生谈谈对写作评价标准的理解、对某部分写作知识要点的掌握情况、对

评价练习的接受程度、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感受等等。

从元认知理论出发，这些总结和感受部分可以归属于元认知知识，部分可以归属于元认

知评估或元认知体验。由于目前学者们对元认知的研究分类尚不充分和明确（吴红云，

２００６），因此笔者只是列举出了讨论版中学生们谈到的对写作相关内容的体验，这些体验有
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学生的思考、写作、评价、修改过程中的

获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我们用表２对学生的写作体验进行了汇总。
除了利用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平台讨论版收集学生的写作体验外，教师还在每学期结束后对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对讨论版、问卷和访谈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在写作的各

个阶段的反思意识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首先，在写作的准备阶段，多数学生不再盲目地下笔，而是注意回忆教师在输入阶段讲

解的写作要点，同时尽量广泛地搜集写作材料，并谨慎细致地构思文章的主题和结构，利用

评价标准对文章进行整体设计。很多学生坦言，在准备阶段花费的精力甚至超过了真正的

写作阶段。

其次，在写作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设计很快完成习作并获得明显的成就

感，但是少部分学生受制于写作基础、语言基础、思维能力的限制，虽然有了写作的方向和评

价标准的参照，但仍然没有能力向标准靠近，情感上也表现出困惑和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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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写作完成后，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评价活动中，并从中获得启发。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普遍认为，收获并不只是源于评价高质量的习作，那些存在较大问

题的习作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学生写作中应避免的问题。而且由于借助了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平台
的双向匿名评价功能，学生们参与评价活动毫无压力和约束感，评价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得到

了保证。

最后，学生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也更加明确自己的习作和高质量的

习作间的差距，在情感上获得了双重体验，在充满压力的写作中克服了困难，发现了自我进

步的潜能，完成写作后有巨大的成就感。

表２　高级汉语写作体验汇总表

写

作

体

验

１对使用写作标准的
体验

２对自我思维能力和写
作过程的体验

３对评价练习的体验

４对语言表达运用的
体验

５站在读者角度审视已
完成习作的体验

６写作中的直接情感
体验

７对教育技术工具的使
用体验

①需要在写作前回顾课堂输入阶段接受的写作要点

②需要总结写作要点中最关键的问题

③需要注意写作标准中需要避免的问题（例如写小传时不能写成
“流水账”）

④需要分清不同质量的文章间的差别

①需要在写作前就理解写作的目的

②需要拥有充分的写作材料

③虽然了解写作标准，但是达到标准并不容易

④在写作前的搜集材料和确定主题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

⑤有时高估了自己的思维和写作能力

①在评价往届学生习作的优缺点中获得很大启发

②认为同伴写作水平很高

③认为自己评价得很公正

④认为制作评价标准对自己写文章很有帮助

⑤认为教师评价得很认真，评价内容有指导价值

①认为无法找到与母语词汇对应的汉语词汇

②认为语言表达不够简洁、专业

①关心读者是否对自己的习作感兴趣

②思考读者关注的主要内容

③不希望自己的习作在读者眼中表现得很平庸

①困难

②有压力

③有意思

④烧脑，有挑战

⑤写作中付出了心血

方便、快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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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利用教育技术的高级汉语写作评价模式通过四个学期在两届学生中的实践，获得了一

定的效果。这种评价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运用写作评价标准对教学进行调控对大多数学生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对评价标

准意识的觉醒或增强，是他们主动学习能力被激发的基础和动力。他们会用评价标准指导

自己的学习和写作，包括构思、动笔、修改、自我评价与评价他人等。

第二，将多种评价形式贯穿于课程的始终，有利于及时发现学生在知识水平、能力培养、

情感需求等方面的问题，能够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和帮助，提升学生的积极学习体验，帮助

他们在个人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内将学习潜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第三，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平台及其他教育技术工具，保证写作课的评价活动得以顺畅、高效地
实现。

受制于研究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持，在质性研究方面

的深度也不足，但是正如韩宝成（２００９）所言，透过评价过程收集反映学习者心理过程的相
关信息对构建和验证评价的效度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笔者希望在评价标准指导下实践

的评价模式和学生认知体验和感受，能为评价理论的建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１］　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１（３）．

［２］　Ｌｉｄｚ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ＩｎＲＦｅｒｎｎｄｅｚ－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ｏｓ

（ｅ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０３．

［３］　［５］杨俐过程写作的实践与理论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０４（１）．

［４］　赵炜国际汉语教学课堂评价的优化路径与提升策略国际汉语教学研究，２０１８（３）．

［６］　吴红云大学英语写作中元认知体验现象实证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６（３）．

［７］　韩宝成动态评论理论、模式及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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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针对性措施研究
———以河海大学为例

河海大学　张秀菊　罗煜宁　ＧＡＺＩＴＡＷＦＩＱＥＺＡＺ

一、引言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

深造。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生数据，２０１８年高校来华留
学生人数为 ４９２１８５人，其中研究生人数为 ８５０６２人，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 １７３％，比
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先后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加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成立
了“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中心”，资助相关国家的学生来华求学，以更好地开发利用
国际河流，也为相关国家培养水利类专业人才。

我们河海大学是一所水利类综合性大学，承担着为社会及国际上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任务。

近几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泰国、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柬埔

寨）、澜湄五国（泰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学生来河海大学就读的人数也快速增

加，就读学位的留学生人数以平均每年２００人的速度增加，主要集中在水文及水资源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海大学留学生规模增长情况统计见图１。

图１　河海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留学生规模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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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来华留学生的快速增加，学校的教学准备与管理服务则显得有些滞后。表现在

教师的外语授课能力不足，适合于留学生的英文教材与文献研究资料匮乏，学校为留学研究

生组织的学术活动次数少，指导教师更鲜有将留学研究生纳入自己的研究团队等。这些问

题影响了留学研究生在华的学习效果，留学研究生对在中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这一项的期

待和收获之间落差较大，见表１［２］。

表１　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期待与收获 　单位：％

留学期待 留学收获

学习专业知识 ６７４ ６１８

提高中文水平 ５４４ ５８４

学习中国文化 ３３８ ２７５

就业机会 １６４ ３５５

国外生活能力 １７３ １１３

国际教育背景 ２９８ ３１５

高质量的教育 ３２２ ２１８

其它 １３ １７６

同时，由于来华留学生在英语基础、专业背景、自我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增加

了学校管理工作的难度，留学生专业教育与日常管理均面临较大挑战。来华留学生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如下。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１语言与专业背景

在华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差异明显。来自欧美、非洲、中东，以及亚洲的孟加拉国、印度、

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由于其日常交流语言多为英语，或其民族语言与英语为同

一类语系，其在听、说、写等方面的能力普遍较高。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英语表达能

力总体上低于以上国家，甚至有个别留学生与导师交流困难，无法听懂课堂内容或参与课堂

互动，问题较为突出。

在专业背景上，留学生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一些留学生在华申请研究生专业时选择了

与本科方向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其在课堂上通常能够较好理解或领悟教师授课内容。而部分留

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本科专业背景与研究生专业相差甚远，导致课堂听课犹如“天书”，非常困难。

２课堂表现特征

英语能力好的留学生多偏好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与授课老师甚至同学交流互

动频繁，课堂气氛较为活跃。比如，当理解授课老师所讲内容时，留学生会随时应答老师的

提问；当遇到不清楚或不确定的问题时，留学生会打断老师的授课［３］，或者在课间时请老师

再予以解释。

相反，由于在英语听与说方面存在障碍，一些留学生在课堂上并不能很好理解讲授的知

识点，课下也不愿意询问老师或同学，导致问题积累。

我国在校学生较注重知识的系统性，擅长对抽象理论知识的概括、理解和记忆。但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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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有两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他们更注重对形象知识的理解，擅长通过实例计算来熟悉理论、

通过实践学习来获得技能。因此，留学研究生多喜欢在课堂上通过“练习与操练”来理解知识点，

在成绩考核时更喜欢选择某一“ｔｏｐｉｃ”，以“课堂ＰＰＴ汇报”、“小论文”的方式作为考核方式。
此外，课堂秩序不佳是高校留学生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如部分留学生存在“上课

迟到”，以及“随意走动”问题，甚至个别留学生会“缺席”课堂教学，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出于对留学生国家的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的尊重和理解，也为了构建民主、平等、

和谐的教育气氛，部分教师对这种“迟到”、“随意”现象给以理解和容忍，但这种“柔性管

理”方式纵容了这种现象的发展和蔓延，也降低了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３自我适应力差异

根据留学研究生教学大纲，留学研究生在华学习分为三个阶段，汉语学习与基础课学

习、专业课学习和毕业论文三个阶段。对于留学生来说，毕业论文阶段主要为“自主学习”

与“自由生活”，时间是相对自由的，但在此阶段留学生间的差异较大，甚至部分学生出现了

“不适应”情况。

对于那些语言基础薄弱的学生，由于其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弱，经常处于一种相对

“封闭”的状态，还有部分学生虽然英语基础好，但由于其日常习惯有些“懒散”，学习缺少主

动性，在毕业论文阶段，这些学生多显得“不知所措”，需要导师非常细致、耐心地指导与帮

助，甚至完全依赖指导教师。

个别学生在论文逾期时，选择了“消失”，长期处于“失联”状态。还有个别学生则因为

精神与学业压力过大，出现“身体不适”，频繁“回国就医”。这些问题影响了留学研究生在

华学业的发展，也增加了高校留学生管理的难度。

多数英语与专业基础较好的留学生，则是从容往返于学校各部门与图书馆，或在周末穿

梭于城市著名景点，甚至他们会在“朋友圈”中宣传中国传统的节假日，晒出学校组织的社

会活动或水利工程图片，“知华、友华、爱华”情结明显，在华的生活比较适应与相融。

一些博士生为汲取更多的知识与营养，还自发成立了“研究小组”，每月组织一次学术

讨论，还邀请任课教师为他们做学术或论文方面的讲座，自我管理、自我适应能力较强。

三、针对性调整措施

综上所述，由于留学生自身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华表现的诸多差异。为此，学校

管理者与任课教师应正视、重视这些差异，对留学生学习状况与适应能力给予足够的理解，

在管理服务与课堂教学中进行调整，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留学生学习热情和实效。

对于学习上有困难的留学生，采取“区别对待、重点关注”的管理措施。针对不同学科

的不同特点，增加课程设置的柔性和弹性，处理好基础课程与实践技能、科研能力培养的关

系，鼓励为每个群体量身定制课程体系［４］，为留学生提供专业的服务指导。

１学校管理层面的调整

（１）提升留学研究生的英语能力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问题主要存在于招生录取、教育培养、毕业审核三个关键环

节［５］。高校管理者在录取工作前应对留学生的外语表达能力，以及其专业背景进行严格审

核，要求留学生在国内即通过一定的考核标准。

以“申请材料＋远程笔试＋远程面试”等方式，全面考查学生的基本素质能力，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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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研究生整体质量的把关和监控。对于外语听与写的能力明显不好的应予以拒绝，其本

科专业背景与所报研究生方向相差较大的应建议其调换专业。

同时，在留学生来华后，对不能熟练应用英语交流的留学研究生，应以学校组织或者通

过留学生会的形式，鼓励其参加外语培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以解决语言这一工具性问题。

（２）助力留学生适应在华生活

学校管理层面，可以组建留学生会等学生团体，通过同辈群体的榜样作用和学生社团组

织的影响力，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和自调整能力。

学校还可以组织国际文化节、才艺表演赛、摄影作品比赛、主题辩论赛、中华知识竞赛等

活动，为来华留学生创造更多的跨文化人际交往的机会，引导他们更多地参与和融入学校活

动，保持良好的情绪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

同时，学校应多组织中外学生联谊或足球赛，增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与互动，鼓

励留学研究生参加各类学生社团组织及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留学研究生的归属感和主人

翁意识［６，７］。

（３）全方位保障留学研究生学术需求

为顺应留学生的教学需要，学校应创造条件，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任课教师出版全

英文教材与辅导材料，建设“留学生课堂在线”课程，为保障留学生课堂学习提供必要的物

质支撑。同时，图书馆也应做好配套的服务与支撑，例如根据教师推荐及留学生专业需求，

增加购买外文专业书籍与文献的种类与数量。

此外，学校还应根据学生的时间进度，尽量组织或鼓励学生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例如

安排学生参观著名的水利工程，定期举行“学术沙龙”或“专题讲座”，引导留学生参与讨论，

让留学生感受高校的学术氛围，培养其学术研究能力。留学生在开始毕业论文前，学校应组

织教师为留学生做讲座，普及论文写作格式与要求。

从管理层面，学校还应定期举行管理者、任课教师、留学研究生代表间的座谈，交流与了

解学校管理与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明了留学生的真正需求，提升在华教育质量。

２任课教师层面的调整

（１）课堂上管理与教育并举

为维持留学生在华学习期间的有序秩序，任课教师应明确告知留学生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

对留学生的课堂秩序做出约定，例如缺席几次即取消考试资格、迟到几次扣减平时分等。

总之，任课教师应让留学生明白，中外学生肤色不同，但规则并无差异。来华留学生因

学习问题或者违反校规校纪的时候，将和中国学生受到一样的对待，而不应搞“特殊化”，或

受到“特殊照顾”。

（２）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互补

在专业课教学中，任课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大纲不同章节教学任务的要求，灵活安排多种形式的

教学内容，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考核。例如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应结合研究项目，课程实践互

补，为留学生提供一些课堂实际操作的机会，让学生体会如何将课堂理论应用到科研实践中。

根据授课的内容与进度，任课教师可以设定一些“讨论话题”，鼓励学生通过网络与本

国工作实践，介绍一些国际、国内相关的专业理论、规范方法、著名工程，以及热点话题。

这样既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扩展了课堂的学习内容，使之呈现“国际化”特点。

当然，任课教师应预先对理论传授、实际操作、课堂讨论的时间、内容、次数等做出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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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堂教学掌控在教师手中。

（３）做好课前与课下功课

此外，任课教师还应做足“课前与课下”的工作。在课前教师可以将下次课的授课内容

预先告知学生，或者将部分课件提前发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提前预习与准备。此外，任课教

师还可以为学生进行在线答疑，鼓励学生将不懂的问题发布到“课堂在线”，同学间相互讨

论，教师予以指点。

对于语言水平差、缺乏前期海外经历、或怀有焦虑等心理的留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心

与鼓励，对留学生采取“区别对待、重点关注”，对症下药，努力提高留学生课堂适应能力。

表２　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措施

问题 调整措施 层 面

外语基础弱；专业不对口 严格把关，提高录取门槛；加强外语培训。 学校层面

适应能力差，不能很好融入在华

生活

组建留学生会等学生团体；组织中外文化节、才艺

表演、体育比赛、志愿者活动。
学校层面

学生违规、不守秩序

制定、告知学生规章制度；对学生离校时间做出限

定，并实施导师签字制；将遵守秩序与学生奖学金

挂钩。将学生课堂表现与平时分挂钩

学校层面

任课教师

全英文教材、文献匮乏；学术活

动少

立项支持教材建设；组织参观水利工程及前沿研究

成果；、组织学术沙龙、专题讲座。
学校层面

教学内容与方式调整

结合科研项目，增加课堂操练内容；采取多样式教

学方式，增加学生自信心与获得感；抓好课前、课

中、课下三环节工作；区别对待，重点关注。

教师层面

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有利于推动高校国际化建设，更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

际友好交往、扩大国家影响力，对我国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从意识上与管理上高度重视，情感上要悉

心关怀，手段上灵活多样，更好地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

“一带一路”与“区域合作”多赢倡议的实施。

参考文献：

［１］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２０１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２］　刘水云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７（８）：２６－３１．
［３］　张爱玲、求同存异，因材施教—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差异及应对［Ｊ］对外经贸，２０１８（８）１４４－１４６．
［４］　万佼、陈蕾、张旭来华留学研究生差别化培养的思考［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６（３）：１０５－１０７．
［５］　曾文革、杨既福我国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进路［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７（１１）４４－４７．
［６］　胡炯梅、姚雪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障碍与调适研究［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４，３５（２）：１２９－１３２．
［７］　金泉元高校留学生教育软环境建设探析［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１）：１２３－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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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
高校留学生 ＣＳＰ能力需求分析模型

及发展策略探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肖珊　廖雅璐　徐成慧

提要：高校留学生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需求息息相关。国家“一带一路”计划

的相关文件精神体现了培养各专门领域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要求留学生既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也需具备专门用途汉语（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能
力，即适用于专门学科、领域、特定范围或场合的汉语学术能力。

本文对ＣＳＰ能力进行了精准定位，并从需求分析角度出发，创新性研究出系
统性学术汉语（ＳＣＳＰ）和非系统性学术汉语（ＵＳＣＳＰ）两大类需求分析模型，并以高
等院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类专业的留学生为例，综合考量影响ＣＳＰ能力
发展的变量因素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校留学生；专门用途汉语（ＣＳＰ）能力

自“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我国与他国经贸合作等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全球化大势所

趋，对人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培养“同时具有扎实的学科背景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

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１］。

据２０１９年４月教育部发布的数据①显示：截止２０１８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为
２５８１２２人，占总在华留学生总数的比例高达５２４４％，其中研究生占在华生总数比例比２０１７
年增加了１２２８％。来华留学生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型储备力量，这要求国内各大高校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精通汉语、适应“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留学生专门型人才。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背景及发展现状

我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及国家留学基金委，自２００５年启动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本
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６月，已从最初的两所高校发展
到了十七所高等院校；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发布的《通知》②依据《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
规定》有关精神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各方面都提出了总体而明确的

指导方针；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教育部发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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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部网站来华留学生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８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ｇｚｄｔ＿ｇｚ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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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通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２０／ｍｏｅ＿８５０／２０１８１０／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３５１３０２ｈｔｍｌ



为开展来华留学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活动的基本依据。

纵观当前形势，已有１３６个国家和３０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１９５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①，建设主要集中于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和通讯六大基础设施领域。

一方面，留学生对专业学术能力提出更高需求；另一方面，学生类型和层次（研究生比

例增多）的变化，教育模式应多从教学时制、内容方面考虑，改善管理制度，促进更快、更精

准培养体系的实现。

本文尝试从需求分析和学术能力角度出发，解析当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希望能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一定启示。

二、需求分析理论及与学术能力的关系

１．需求分析理论

需求分析（Ｎｅｅｄ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指通过内省、访谈、观察和问卷等手段对需求进行研究的
技术和方法［２］，在教育、医疗、科技、市场、金融等各大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在外语教学研究

领域和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中展现出较为突出的应用价值。其兴起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７２
年，Ｒｉｃｈｔｅｒｉｃｈ首次将需求分析模型运用于外语教学中［３］，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Ｒｉｃｈｔｅｒｉｃｈ需求分析模型图

历时５０多年的发展完善，需求分析理论在国外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许多学者
都利用就业记录、访谈、问卷调查等一系列实践数据来探讨需求与策略使用之间的关系并使

得需求分析理论更为完善，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代表学者如 ＣｒａｉｇＬａｍｂｅｒｔ［４］、Ｂａｈａｄｏｒ
Ｓａｄｅｇｈｉ＆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ＴａｇｈｉＨａｓｓａｎｉ＆ＡｈｍａｄＤａｓｈｔａｋｉＨｅｓｓａｒｉ［５］。

２学术能力与需求分析理论的关系

学术能力是学生在专业领域发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例如：口头和书面交流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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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能力、阅读及撰写专业论文的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发展将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在专业学习

中的成效包括日后工作发展中的运用情况。然而依照现有需求分析理论研究成果来看，该

理论在汉语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主要问题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理论模式建构还不够成熟，但总体研究成果量偏少，比如能从需求分析理论自身角

度出发，强调需求分析理论对了解留学生学习情况和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是必不可少的［６］，

提倡将需求分析理论与专门用途汉语相结合，从而能够更好地建立汉语教学理论框架［７］；

二是能有意识地从教学策略实践角度出发，强调要将需求分析与汉语领域结合，探讨合

适的教学策略，比如将需求分析理论应用于商务汉语教学领域，以学习者需求为核心采取相

应的教学策略［８］；或为改善专门用途汉语教师培养模式提供合理化建议［９］，但未从如何系

统培养学生的角度来阐述问题及对策，涉及到的专门用途汉语也很有限。

要培养留学生专门型人才，提升其学术能力，满足个人需求、社会需求等多方面的需要，

就要对专业汉语能力需求进行更准确、详尽的定位和分析研究。

三、学历留学生ＣＳＰ能力需求分析

ＣＳ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称为专门用途汉语，是指适用于某种专门学科、领域、
特定范围或场合的汉语［１０］，例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发布的《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以及
中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等对“汉语＋专业”留学生人才需求的增加，直接对学历留学生ＣＳＰ能
力的培养及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高层要求，也势必对ＣＳＰ能力的定位及能力提升的指标
方面有影响。

结合时势需求，我们对ＣＳＰ能力进行了大致分类，如图２：

图２　专门用途汉语（ＣＳＰ）分类示意图

总体来说，专门用途汉语（ＣＳＰ）分为系统性学术汉语（ＳＣＳＰ）和非系统性学术汉语
（ＵＳＣＳＰ）两大类，前者指有规定的学制要求及详细完整的培养方案，进行长期的、有规划的
汉语学习，一般以在学校内部学习为主，比如地质学科汉语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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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分为通用学术汉语（即学科汉语）和专业学术汉语（即领域汉语）两大类：通用

学术汉语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涉及学术的基础汉语知识，如查找文献资料、撰写论

文报告、进行论文答辩所运用的汉语知识；专业学术汉语则更具体到各专业，比如地质类汉

语知识及野外实际技能的运用，医学类汉语知识的获得及临床医学的运用等；

后者指为某一业务目的进行短期学习及培训，目标确定，针对性强，范围特定但学习场

所不限于学校的，比如某展览会或会议口译交流、商务谈判，以及为某竞赛做短期培训准

备等。

从需求分析角度出发，结合ＣＳＰ分类示意图，我们勾画出系统性和非系统性学术汉语
需求分析模型，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１．系统学术汉语需求模型

表１　系统性学术汉语需求分析模型

类型 维度

学生个人需求

学能差距需求

学习过程需求

个体内驱需求

外部环境需求

社会需求

个人基本情况需求

工作汉语应用需求

学术汉语教学需求

多方合作交流需求

学校／学科需求

课程安排

教学情况

评价考核

具体来说：

（１）学生个人需求

结合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校的７９１名学历留学生①调查分析，学生个人需求可以
分为四个维度：

维度１：学能差距需求，包括：（１）入专业前汉语学能基本情况，掌握基础汉语听说读写，
词汇、语音、语法等知识。（２）专业学习中汉语学习时间分配，指目前除了上课学习专业课
程以外平均每天能用来学习专业汉语的时间长度。

维度２：学习过程需求，包括：（１）学习内容，提高或重新学习关于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包括专业词汇概念、释义、语法，提高专业听说读写能力。（２）学习策略：包括短时期内提升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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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习效能和学习技巧；提升学习兴趣、理解力。

维度３：个体内驱需求，包括：（１）个体愿望，个人专业汉语学习的目的或动机，诸如为了
未来找到相关工作，提升薪酬、中外贸易合作交流、为了继续专业深造（比如硕士到博士）

等；（２）知识获取，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愿望，达到专业课目标、完成专业学习要求诸如提高
查阅专业文献资料能力、课程论文撰写、毕业答辩的愿望。

维度４：外部环境需求，包括：（１）对教学老师的需求：教师教学的连续性，教师工作态
度、讲课能力，师生关系融洽度等。（２）对课堂方法的需求：来源于但不同于基础汉语教学
的授课方式，因材施教，因专业施教，教辅设施的使用。（３）对学习资源的需求：不同于专业
教材的专门性汉语教材，包括难易度、专业相关度、趣味性等。（４）对课时的需求：专业汉语
课时与专业课的课时比例平衡度。

（２）社会需求

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推动企业“走出

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需要大量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 ＋汉语”复合型人才。结合当前
社会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可以分为四个维度：

维度１：个人基本情况需求，包括：（１）对年龄的需求：在不同工作中，由于不同的工作性
质和强度，对年龄有不同要求。（２）对专业的需求：指企事业在招聘时，不同的岗位需要相
应专业对口的人员，例如矿产普查勘探工作，需要地质学专业基础及野外实操技能兼有的

人员。

维度２：工作汉语应用需求，包括：（１）汉语的重要性：如中资企业由于日常工作交流的
需要，对专业人才要求具备“专业＋汉语”的应用能力。（２）汉语的工作使用频率：在不同专
业领域，汉语使用范围及频率不同，比如中外经贸领域更为侧重商务汉语口头交流及书面

表达。

维度３：学术汉语教学需求，包括：（１）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当前学术汉语的教学内容是
否能满足留学生的需要，是否满足“专业 ＋汉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２）教学成果的
实用性：学术汉语教学成果对留学生日后发展的影响，例如官方商务汉语考试证书（ＢＣＴ）在
留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影响力，是否成为其必备条件。

维度４：多方合作交流需求，这个主要指国家层面的交流，包括：（１）目标上注重互利共
赢：多方互帮互助推动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及共同进步。（２）范围上着眼“五通”：促进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加强各方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增进各

国人民福祉。

（３）学校／学科需求

不同专业留学生的学术能力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从学校和学科需求角度，可分

为三个维度：

维度１：课程安排，包括：（１）实践课和理论课的比例协调，包括：课时安排比例均衡，课
时顺序先学后用。（２）语言课和专业课的过渡，在语言课学习中应有意识地增设一些与专
业相关的基础课学习，如进入地质类专业学习之前开设一些数理化强化课程。（３）增加与
毕业相关的必修课课时数，如用汉语进行论文写作、论文开题、答辩相关事宜。

维度２：教学情况，包括：（１）教学内容的安排：指应符合培养目标及学生发展需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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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科学的专业汉语内容学习。（２）教学活动的安排：包括针对日常课堂教学内容的
实际操练活动，与专业课相结合的活动，如地质野外实习、找矿案例分析课等。

维度３：评价考核，包括：（１）考核形式的选择：指通过书写或者口语形式进行考核，闭卷
或者开卷形式进行考核。（２）考核标准的效度：指当前考核标准是否能有效评判学生水平，
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比例是否均衡等。

２．非系统性学术汉语需求模型

表２　非系统性学术汉语需求分析模型

类型 维度

个人需求
学习目的需求

学习过程需求

社会需求

基本情况需求

汉语应用需求

形势政策需求

（１）个人需求

维度１：学习目的需求，包括：（１）学习者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而进行的学习，目的性
较强，短时间内有成效，例如为了地质技能大赛而进行的为期两到三个月的专业汉语短期培

训，包括理论知识学习、野外地质技能加强、地质标本鉴定等内容。（２）获取能快速运用于
实践领域的其他知识。

维度２：学习过程需求，包括：（１）学习时间要求：短、快、密集。（２）期望值：学习效果显
著。（３）学习内容：具有极高的专业针对性。

（２）社会需求

维度１：基本情况需求，包括：（１）学习者专业基础能力相当，专业背景一致。（２）学习
者来源近似，便于更好地进行集中教学培训，如商务谈判技巧。

维度２：汉语应用需求，包括：（１）学习实用性强，要求更为快速、直接、有效的汉语学习，
学即能用；（２）学习目的明确，能直接运用于相关领域、范围或某一具体场合。

维度３：形势政策需求，包括：（１）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带动各领域交流合作。（２）“一带
一路”政策的推动，产生不同专业领域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催生了短期成效性汉语学

习的形成。

从理论上来讲，上述模型是适用于所有专业的学历留学生的需求分析，但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调查统计，结合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生层次（本硕博）、

不同的生源国特点、社会经济发展动态等各方面的变量要求来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才能找

出不同学科、领域或特定范围场合下对ＣＳＰ能力的具体要求、特点和问题，使得整个模型更
为科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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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历留学生ＣＳＰ能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影响ＣＳＰ能力发展的变量因素很多，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范围对于 ＣＳＰ能力的要
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类专业学历留学生为例，通过调查发现

以下问题：

１．培养目标还不够清晰准确

以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专业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为例中指出（如表３）：

表３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２０１９版培养方案》“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阶段　　　　　

硕士

地质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应恪守学术道德，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对地质学专业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兴趣，

能够较熟练运用地质学基础理论和知识，具备一定的学术洞察力和发现科学问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题的能力
獉獉獉獉

。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并能针对科学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实现研究目标。对于学术
獉獉獉獉

、学术研究
獉獉獉獉

、学术规范有深刻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解
獉
，能够独立开展野外地质工作或熟练掌握基本的实验室技术，且应表现出一定

的学术研究潜力和创新意识。

博士

地质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恪守学术道德，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扎实的野外地质工作能力、较好的

学术潜力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对于地质学的重要理论、核心概念及其发展历史有

透彻了解和把握，对某一领域或方向有深入研究和独特理解并已取得创新性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果
獉
。对所从事学科的地质学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丰富的创

造力。善于发现并解决地质学理论、区域地质学与地质资源、环境等领域科学问

题，并在从事地质学研究工作过程中取得创新性成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从硕士和博士的培养目标来看，强调创新，但仍然使用“较好的学习能力”“一定的学术

能力”等表述，一方面不能合理准确评判来华留学生的学术水平，进而影响具体课程的设置

和开发，教师们到最后只是凭借自身教学经验和教学意识来决定教学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

面是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度关联度不够，就很难满足留学生们的个人学习需求，课堂学到的东

西不能灵活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从而大幅降低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非常不利于专业

领域留学生人才的培养。

２．课程设置还不够丰富多样

就当前对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地质类留学生课程设置情况（以学术型硕士生和博士

生为例）来看，如下表４和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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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２０１９版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表”

学位 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举例说明 与专业有无相关度

硕

士

汉语课
初级汉语综合、初级汉语听力、初级汉语口语、初级汉

语阅读、ＨＳＫ课程
×

公共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

论、科技英语写作与交流
×

专业学位课

沉积地质学（地球科学学院开课）、第四纪环境与全球

变化（地球科学学院开课）、数值分析（数理学院开

课）、成岩成矿作用地球化学（资源学院开课）、翡翠珠

宝学（珠宝学院开课）、土壤水动力学（环境学院开课）

√

其他必修环节 学术报告活动２次、学位论文开题 √

表５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２０１９版博士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表”

学位 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举例说明 与专业有无相关度

博

士

汉语课
初级汉语综合、初级汉语听力、初级汉语口语、初级汉

语阅读、ＨＳＫ课程
×

公共学位课
地学英语文献阅读与写作、专业英语写作与交流（固

体矿产）、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

专业学位课

现代地球科学前沿与科学方法论（地球科学学院学生

必修）、水利工程学科前沿（环境学院学生必修）、数学

物理方程（数理学院开课）、大地构造与成矿学（资源

学院开课）、地下水溶质运移理论（环境学院开课）、宝

石的颜色成因与测量方法（珠宝学院开课）、和田玉宝

石学（珠宝学院开课）

√

其他必修环节
学术报告活动 ３次、学位论文开题、校外学习交流
经验

√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校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后都是专业课搭配“中国特色”的公共课

的课程模式，公共学位课与专业学位课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对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帮助很有

限，而且公共学位课虽以汉语知识为主，但仍以英语为授课语言，学生对汉语知识的学习和

运用仍存在较大问题。

这种现有教学课程设置看似多样，但实际效度仍然比较单一，只考虑到学生的基本语言

交流能力，在专业领域、求职领域以及论文写作等直接关系到留学生应用能力方面的领域很

少涉及，很难提高自身ＣＳＰ能力。所以，汉语课需求的多样化要求课程设置进行改革，设置
多元化课程势在必行。

３．专业教学还缺乏过渡衔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学历留学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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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授课生），已获得ＨＳＫ四级及以上证书，具备基础汉语知识能力后进入专业学习的学生，
以硕士和博士为主，少量本科生或自费生；一种也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英语授课生），不需

要具备基础汉语能力可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学生。

尽管这两类学生在授课类型、授课方式、学时及学习年限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因为同一

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取得专业的文凭。因此，掌握更高水平的汉语

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对他们来说是硬性条件，特别是汉语授课的学生在掌握了固有的汉语

语法知识之后，他所掌握的专业词汇的数量大小及准确性会对其口语交流及书面语表达起

到很大的影响。

目前对外汉语专业词汇教学的现状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国内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还只停留在通用汉语（ＣＧＰ）词汇教学
阶段，没有或完全缺乏专门用途汉语（ＣＳＰ）的词汇教学，学生进入专业学习以后，会感到困
惑，需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自学专业词汇术语；

二是虽然有《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及汉字等级大纲》的指导，但教师在通用汉语实际教学

中，“遇词讲词”的局面较为普遍，讲多少是多少，缺乏词汇之间的联想性及系统组织性。

因此，从基础汉语能力培养到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缺乏衔接课时、也缺乏衔接的教材、师

资等，从而导致学生进入专业后各种不适应、成绩低下甚至被导师拒收或劝退回国。

４．学术汉语还欠缺评估体系

现阶段，大部分院校仍以ＨＳＫ成绩作为评价留学生汉语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标
准。当然，ＨＳＫ考试在标准性和专业性方面不容质疑，但是通过对大量的留学生考试事实
的调查证明，易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即ＨＳＫ考试（四级）只涉及笔试。

一些高校追求考试达标率，一味强化训练，“重阅读书写轻听说”，这实际上忽视了汉语

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学生的综合语言技能并得不到全面提高，因此，ＨＳＫ成绩的高低并不
能决定其专业汉语能力的强弱。更多学历留学生一旦进入专业课学习就面临着专业汉语的

更大挑战。

而当前，只有一部分学生比如预科留学生在数理化、科技汉语方面有相应的考评体系和

标准，跟专业相关的考试形式目前也仅涉及到商务汉语方面，例如商务汉语考试（ＢＣＴ），并
没有涉及到其他领域范围。

因此，目前高校留学生学术汉语教学的评价体系还很不完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机制，

还没有真正把对学生专业汉语基本技能的考核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衡量，重视度还不够。

五、学历留学生ＣＳＰ能力发展的对策

１．合理定位，培养精准化目标

国际国内形势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需要我们结合留学生需求分析，制定更为合

理的、精准化的培养目标。

首先以国家方案政策为基础，制定符合本校特点的培养目标。不同院校有不同的特色

以及研究方向，例如地质研究、医学研究等，充分将这些特色和研究方向展现出来，才能更好

地发挥出不同院校的作用；

其次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共同参与培养目标的制定，专业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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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强，对外汉语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是和留学生直接接触的重要群体，在教学需求和留

学生学习需求方面是最为了解的，能够提出更为合理化的建议；

另外还要针对教学对象做更详细的调查问卷，了解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士，硕士，博

士）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利益诉求各方面，从而制定出多层次的具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培养

目标。

２．多元设置，推动“专业技能＋语言”课程改革

设置多元化的课程，我们应该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留学

生，安排不同的“专业技能＋语言”的课程类型。在专业课学习阶段，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同
步设置专业汉语学习课作为公共学位课的组成部分。

对于本科生阶段的留学生，在本一到本四不同时间段设置具有不同特色的课程，例如本

一多安排一些中华文化的体验课，让留学生在文化体验中感知中华文化，这不仅仅有利于留

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留学生毕业后参与中外贸易工作也大有裨益。

本三、本四阶段根据实际需求开设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比如开设科技汉语阅读及论文写

作课，专业术语词汇类课程等，通过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总体上为提升留学生ＣＳＰ能力打好
一定的基础。

３．平稳衔接，加强从基础汉语到专业汉语的过渡

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方面改革的基础上，汉语教师们应认真思考和探索教学策略，实

现从基础汉语学习到专业汉语学习的平稳衔接。汉语教师也不应该只囿于成见，认为自身

只能在以ＨＳＫ考试大纲为指导下进行基础汉语教学和研究，而是应该将二语习得研究与专
门用途汉语研究以及汉语本体研究结合起来，拓展自身的教学能力，扩宽科研的途径及

思路。

以汉语词汇的学习为例，基础阶段的学习注重于词汇日常交际含义，有些词语到了专业

学习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专业含义，例如“作用”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基本定义是“对事

物产生的影响”，而在地质学领域中的定义是“由于受到某种能量的影响从而引起地壳组成

物质、地壳构造、地表形态等不断变化和形成”，这种“影响”就是一种力的影响，在语义上有

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从而可以构建起“地质科技词汇系统性语义网络”［１１］。

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师也要学会做“有心人”，有意识地搜集有规律的专业汉语词汇，

增加对专业汉语词汇的敏感度和熟悉度，同时，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结合班上学生的专业

背景，适当学习该词汇在不同专业领域地含义，让留学生在基础汉语词汇学习阶段就开始适

量接触专业内容，这种尝试与基础汉语教学进行连接和拓展性的研究相信对提升留学生的

ＣＳＰ能力大有裨益。

４．全面完善，加速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

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全局着眼，徐徐图之。可以从

两方面入手：

第一是建立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价团队。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把关需要更为专业

的评价团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评价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具体性，为进一步提高留学

生教育质量、扩大规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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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提倡建立内外部共同培养、共需发展的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尤其是在现有

的高校内部留学生培养管理机制上建立和完善留学生专业学术汉语能力的考评体系，加大

汉语教师语言教学技能与专业知识的再学习再进修，进而让高校与社会内外部相互需求、共

同培养，从而进一步提高学历留学生教育质量。

当前经济全球化及“一带一路”政策大势所趋，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迎来转型机遇期。

本文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留学生教育实际情况为例，在留学生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和学

科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留学生 ＣＳＰ能力培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
对策，期望能探索新时代留学生专门型人才的需求所在，旨在为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提供一

定参考建议，同时也为对外汉语教师专业及科研突破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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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系统化思考

东华大学　严新锋

摘要：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正在经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发展战略正由规模导

向的发展向质量导向的发展转变。《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

了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标准，从专业能力、汉语语言能力、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以

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总体培养目标。

本文在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中课程体系、教师教学、学生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全

面的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灵活设置课程体系和学分结构、激励教师对国际化

教学投入、强化对来华留学生学习过程管理，以及建立规范管理的标准流程等方面

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趋同化；标准化

一、引言

教育部２０１０年９月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对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管理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构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加强对来华留学教育条件、培养质量和管理服务

水平的评估［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教育部首次开展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并授予首批２７所
高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证书。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内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管理的工作。

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又发布了《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２］。这份纲领
性文件是专门针对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规范文件，为指导和规范高校开展来华留学教育提

供了基本准则，也为开展来华留学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标志着我国来

华留学教育事业正在进入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转折期。

因此，当前对来华留学教育质量问题的认识，以及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等的研究迫在眉

睫，但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无论在对现状的认识以及保障体系的建设上仍未形成统一

标准。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现状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实现了一个由规模导向的发展向质

量导向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但是在快速转型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等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我国高等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整体发展的现状，具体体现

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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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程体系方面

（１）趋同化课程设置忽视了个性化的异质需求

随着各高校留学生规模的扩大，无论从国家总体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对留学生的培

养提出了趋同化的要求。课程方面的趋同化体现在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的安排、课程考

核的执行等方面。但是留学生总体上专业基础水平与中国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用

汉语学习又增加了不小的难度，而在留学生的培养方案设置却很难协调这一矛盾。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纯讲授式的授课形式使留学生不能对知识点进行消化和理解，进

度导向的教学安排使留学生不能及时地跟上老师的步伐，再加上留学生汉语水平的限制，教

师授课时对语言规范性、语速等未有意去控制，导致留学生听不清、听不懂的现象较为普遍。

（２）课程结构体系与留学生培养目标的不匹配

来华留学生培养目标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水平上，还包括《规范》中强调的汉语语言能

力、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

而在留学生的课程结构和体系设计中，各高校基本是按照趋同化的设置，跟中国学生一

样，专业培养方案中主要的课程设置是语言文化和专业课程，也就是包括语言能力和专业能

力两个方面，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基本是空白的，因为中国

学生的培养中没有这一方面的需求。

（３）课程考核方式强化了留学生的不适应感

课程的考核中外学生基本趋同化，留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综合应试能力较

差，表现在：

第一，留学生语言水平不够，用汉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还非常不够，甚至读懂题意

要借助工具书，用汉语书写和表达更是困难；

第二，留学生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基础教育阶段培养锻炼的方向不一样，使留学生不

适应中国大学的考试方式；

第三，留学生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其在思考问题时也会与老师的思路相左，产生偏差。

２教师教学方面

（１）教师对留学生的接纳态度偏向消极

通过对部分学生和教师的访谈，发现教师对来华留学生的总体评价偏低，主要原因在

于：首先是语言沟通不顺畅。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尤其是对专业领域词汇的理解存在很

大的困难；

其次是留学生的成绩处于整个班级下游水平，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班级的整体水平；

第三，教师自身事务繁多，不愿意花费额外精力和时间对留学生给与额外指导或特殊

照顾；

第四，学校方面对留学生的教学方面未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未能给到足够的激励。

（２）单向讲授式教学方式需要改进

目前高校本科教学的模式主要是讲授式，教学模式相对比较保守，教师为了完成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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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而不能根据对象采用灵活的施教方法，学生的潜能未能充分发掘出来。留学生在

吸收课堂老师讲授的内容上，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弄懂老师讲什么，听力速度也跟不上课堂的

节奏，结果整堂课程中，心理都处于十分焦急的状态，学习效果十分不理想。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需要有针对留学生的教学细节设计，如语速适当放缓，使用短句

表达，适当关注留学生的反馈，采取互动参与式的教学模式等，更加适合留学生的学习。

（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没有得到强化和执行

教师在施教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执行中往往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一方

面，大学师生资源比例不协调，班级学生人数众多，个体水平差异较大，造成老师根据学生进

行个性化教学基本不太可能；

另一方面，大学课程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监督和检查的机制并不完善，主要依赖于老师授

课中的关注和期末的课程考核，而课中的关注是需要老师花费较大的精力的；

第三，从市场理论角度看，作为消费者的学生群体发生了改变，但是服务产品的供给并

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会发生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产生矛盾。因此，以学生为中心就

是要从需求出发，改善教学供给，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

３．留学生方面

（１）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总体不高

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的判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生源国平均教育水平。生源国的平均教育水平，代表着留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

素养。这是生源质量整体的最宽泛的评价，但是忽略了个体差异；

第二，留学生前一阶段学习表现。留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研究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

的前期表现，是后续学习的基础，也是判断学生学习等能力的主要依据；

第三，留学生前一阶段毕业学校的水平。学生毕业学校的整体水平是衡量学生能力的

一个重要标尺，在留学生招生实践中应用普遍；

第四，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汉语水平是留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留学生汉语水

平虽然与专业水平无直接联系，但是汉语水平的高低与其专业学习过程和效果直接相关。

从以上几个方面判断：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的生源质量总体上还不高，主要体现在国别

上以不发达国家生源为主，大多数来源于其所在国的中等水平教育机构，汉语水平能达到国

家要求的ＨＳＫ５级水平的并不多。

（２）留学生学习资源投入不足

学习投入方面，来华留学生的资源投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时间资源投入、资金资源

的投入和心理资源的投入。

学习时间投入方面，必须要有详细的计划安排和明确的目标任务，保证充足的时间投

入，才有可能达到学习目标。但是整体上留学生学习时间投入不够，客观上留学生需要花更

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办理签证等事务。主观上，留学生时间投入的意愿也不够强。

资金资源的投入方面，留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并不很强烈，再加上他们不善于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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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选，使得其用于购买学习资料的投入不多。

心理资源投入方面，留学生需要将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去完成，首先要认清自身的不足，

其次要相信自己经过努力能够学好，第三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始终积极主动对待学习

投入。

而以上这几点恰好是留学生较难做到，较难长期坚持的。

（３）留学生心理承受的压力较大

从学习能力和被关注方面看，留学生在班级里是弱势群体，学习很难达到中国学生的水

平，也较容易被老师忽视，甚至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再加上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分开住

宿，较少参加班级活动等，因此，留学生在班级缺乏存在感，很少被纳入班级一起管理，这就

使得他们心理上缺少一种安全感，总担心会遗漏重要的学习安排和通知等信息。对其自信

心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４．学校管理方面

（１）总体趋同化管理存在较大困难

虽然无论从社会层面、政府层面、学校层面都提出了来华留学生管理趋同化的要求，但

是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很难做到趋同化管理。部分高校对留学生管理的组织结构进行了

重构，去掉了专门的留学生管理部门，所有权限包括招生、教学、管理等都放在专业学院，这

样趋同化管理导致的结果是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毕业极为困难，心理承受压力增大，退学率

增高。

而且这样的趋同化较难实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所提出的“对中

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的培养目标。生活方面也有学校试行中外学

生同住，但成功的案例及其少见。学习和思想层面的管理也有不少高校建立了留学生辅导

员队伍，但是管理内容和形式也与中国学生的辅导员管理体系有根本区别。因此，来华留学

生管理的趋同化是有条件和限制的，完全的趋同化是不太可能的。

（２）高校固有管理机制不够灵活

高校在其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有机制和管理体系。这种机制和体系的

形成是没有考虑到来华留学生大规模增加这种外在条件的变化。２０００年，教育部、外交部、
公安部以９号令的形式公布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标志者来华留学生教
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规定为新时期留学生管理提供了参考规范。

各高校也陆续开始进行了组织结构的调整，在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

交流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形式的学院制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汉语生的学习和管理起到

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对于主要依靠专业学院进行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管理却带来了一系

列矛盾。

（３）缺乏统一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和体系

在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和

标准。留学生总体所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少高校留学生人数比例在５％以下。同时，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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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专业分布较窄，只涉及到学校的少数专业。另外，留学生在班级群体中所占的比例

很小，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留学生对高校整体的管理影响很小，得不到学校战略层面的重视，规模的制约使

得高校来华留学生的管理还处于非标准化的状态。但是，随着留学生规模的不断增加，这种

非标准化的管理会导致管理效率的缺乏，同时也容易激发矛盾，是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

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所以，标准化的管理是留学生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来华留

学生大规模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措施与建议

１．增加课程体系设置和学分结构的灵活性

在学分制的总体要求的框架内，针对留学生培养目标中专业能力、汉语语言能力、对中

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四个方面的分目标，合理调整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和学分比例。

允许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专业培养方案有所不同，具体可以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学分

替代机制来实现。课程考核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调研、讨论、报告等方式提高参与度，尽可能

取代应试性考核。

２．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对国际化教学投入的积极性

首先，引导教师建立国际化教学理念，不仅仅体现在英文授课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建立

一个课程国际化的考核标准，并给与对等的资助。

其次，从高校整体层面，将课程国际化作为一个常态，纳入一般的课程建设中，即使没有

留学生，也要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课程建设。

第三，改革单纯讲授式的课程教学方式，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采用自主学习加课程辅导

的方式，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学生学习思维过程的培养而非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上。

３强化对来华留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激励

教育是一项服务，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代表着来华留学教育服务的质量。服务是一项

全方位的过程，因此，过程管理对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首先，进行总目标分解，分阶段实施。建立一套规范完整的来华留学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体系，将最终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分解，制定阶段性的细分目标，分阶段实施考核，逐步实现最

终的培养目标。

其次，合理引导和管理，保障学习资源投入。来华留学生可能会由于生活习惯、作息时

间、文化差异等影响，其对学习投入表现的不够主动，行动上偏向迟缓，需要外部较多的引导

和管理，比如，上课情况排查、定期进行学习交流和总结等，保障其足够的学习投入。

第三，开展心理疏导和激励，帮助建立信心。来华留学生在人数和语言等方面处于绝对

劣势，使其在班级中形成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常遭受到被边缘化和歧

视对待，诸如小组作业中都不太愿意跟留学生组队，汉语语言使用的不标准和不通顺也常引

起老师的不满等。因此，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开展心理疏导，使他们能够认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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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劣势，通过学习不断进步，增强自信心。

４．建立来华留学生规范化管理的标准流程

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管理中要协调的外部机构以及内部职能

部门很多。标准化管理是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是获取竞争优势的软实

力［３］。就来华留学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而言，需要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规范培养过程管

理流程。

标准化流程管理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目标分解，任务分配的标准化。根据《规范》要

求，明确来华留学生培养目标，并将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分解，制定标准化的培养方案，据此确

定各教学和管理部门的任务。比如，如何实现来华留学生专业能力目标，由其所在学院制定

合理可行方案和措施，保障目标实现；汉语语言能力目标的实现则由汉语教学部门来安排标

准化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应由留学生的归属

管理部门制定统一标准的实施计划来确保目标达成。

第二，培养过程的相关操作流程的标准化。这里包括培养过程中使用的相关表格，办事

流程等需要在中国学生相对成熟的制度流程基础上进行调整，制定与留学生相匹配标准化

管理流程，减少沟通成本，提高服务管理效率和质量。

第三，对来华留学生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处理的标准化。在管理的实践中，需要处理各种

各样的问题种类繁多，在早期留学生人数相对较少的时期，管理基本都是个性化甚至一对一

处理的，没有实施标准化流程和方法。但是随着留学生规模的增大，同样问题重复出现的概

率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标准化流程和处理方法就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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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筹集模式
对我国民办高校的启示

南阳理工学院　殷朝兵　逯忆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民办高校逐渐增

多，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民办高校面临着资金

缺口，筹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其发展。

相比之下，韩国私立大学要优于我国的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发展也比我国民

办高校成熟。因此，本文旨在了通过借鉴韩国私立大学经费筹集的多样化，对我国

民办大学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出获得政府资助、吸引社会捐赠、积极争取银行贷款、

加大服务创收的建议。

关键词：韩国私立大学；民办高校；办学经费；启示

在我国，私立大学也被称为“民办高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教育形式。我

国第一所民办高校－黄河科技学院，于１９８４年建校，１９９４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为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我国民办高校经过３０多年的探索，有了巨大的发
展。我国民办高校的具体现状如下（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中国民办高等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比较

　　规模 民办高校 普通高校 合计 民办高校比例

学校数（所） ７５０ ２６６３ ３４１３ ２１９％

招生数（万人） １８３９４ ７９０９９ ９７４９３ １８８６％

在校生数（万人） ６４９６０ ２８３１０３ ３４７１６３ １８７１％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７／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１４０５３ｈｔｍ．

与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不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是普通高等学校，民办高校反

而不足。根据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经验，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型阶段，还要发展民办大

学。对此，中国教育部在２００２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并于２００３年９
月１日开始实施。

根据该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民办高校扣除办学经费后，留存发展资金，按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交费后，投资者可以获得办学过程中留下的合理收益。并制定了民办高校盈利规

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只有投资的人才能获得收益。”这从根本上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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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办高校产生了重大影响［１］。

然而，由于民办高校的经验不足，历史较短，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学校规模小，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整体教育水平低下。更难的是，缺乏学校运营资金，单一资金来源以及对学校

筹款不重视等，严重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２］。

一、我国民办高校资金筹集存在的问题

１办学资金缺乏

民办高校资金缺乏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民办高校的生存。一部分民

办高

校因为资金缺乏中途倒闭。民办高校建设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以聘请高级教师为例，

由于受资金约束，很难支付较高的劳动报酬，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招生规模和

生源质量。［３］

２．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学生缴纳的学费占民办高校财政收入的 ９０％，表明民办高校是靠缴纳学费来支撑
办学，

这不但导致学生压力大，而且学校的资金来源也不稳定。除了学费收入外，社会对学校

的捐赠也不稳定，特别是办学时间不长的民办高校，收到的捐赠金更是少之又少。其次，捐

赠者捐赠时间及捐赠金额都是极其不稳定的［４］。至于服务收入，政府资助等资金来源

甚少。

３．银行贷款困难

据调查研究，银行对民办高校的贷款审批非常严格，贷款期限短，贷款额度小，期限短。

银行需要民办高校提供担保，但是民办高校却很难提供担保。期限短，额度小的银行贷款对

我国的民办高校资金筹集所起的作用很小。

二、韩国私立大学财政机构费

韩国和中国一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在教育，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但在韩国，政府和社会对私立大学的重视略高于中国。闻名世界的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梨

花女子大学等都属于私立大学。教育质量远远优于我国的民办高等学校。

根据２００５年韩国修订的《私立学校法》，私立大学有义务设立评议会。韩国私立大学
教师的资格及服务均符合国立学校的教师有关规定［５］。私立大学根据《韩国教育法》第８２
条，以公共性和自律性代替国家进行教育，与国立大学一样，私立学校本质上也是以教育和

学术研究为目标的非营利性事业［３］。国立大学原则上由国家运营，私立大学由学校法人运

营，因此其财政运营相关的法令大不相同［６］。

私立大学的会计大体分为法人会计和校费会计，与一般会计、期成会会计分开的国立大

学会计大相径庭［７］。收入由学生缴纳的学费、法人转入金、国库等各种补助金构成，支出由

人工费、管理费、教育费等消费性支出和购买机械器具等资本性支出构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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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更详细的分析，韩国史学振兴财团提供高等教育财政信息［９］，以２０１３年发行
的私立大学财政统计年报为基础，分析大学教育过程运营相关的教费会计的收入及支出结

构特点，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收入结构

概括私立大学的税收结构，就是学费（登录金）的比重较大。

表２　２０１２会计年度私立大学教费会计年收入规模（单位 ：百万元）

普通大学

（１５２所）

产业大学

（２所）

研究生院

（３９所）

总计

（１９３所）

比例

（％）

登录金收入 １０，２６９，９９６ ７８，７０８ ４８，３６７ １０，３９７，０７１ ５７４０％

听课费收入 ４３３，７８７ ２６７ １１，９７８ ４４６，０３２ ２５０％

转入金收入 １，６１７，５９８ ４，５２５ ２２，３０１ １，６４４，４２４ ９１０％

捐款金收入 ３８０，０１２ ８０８ ４，９８７ ３８５，８０７ ２１０％

国库补助金收入 １，３６８，４８７ ８，３７４ ７２７ １，３７７，５８８ ７６０％

教育部代收入 ７７８，３３０ ７，２６７ ７，８５３ ７９３，４５０ ４４０％

教育外收入 ５７６，８７４ ２，４２８ ２，０６９ ５８１，３７１ ３２０％

资产及负债收入 １，１２８，９０７ ５９，１１７ １２，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４１ ６６０％

前期结转资金 １，２６０，８０８ １，８１３ ２２，８０９ １，２８５，４３０ ７１０％

收入总计 １７，８１４，７９９ １６３，３０７ １３３，１０８ １８，１１１，２１４ １００００％

登录金收入 １０，２６９，９９６ ７８，７０８ ４８，３６７ １０，３９７，０７１ ５７４０％

２０１２年度，私立大学的学费依赖率是运营收入的６６５％，与２０１０年度的７１６％相比减
少了５１％。大部分分析认为，学费依赖率下降的原因是学费上限制和学费审议委员会的
设立控制了学费上涨因素。但是，由于学费占税收预算的一半以上，因此判断其依赖率仍然

很高。

２支出结构

概括私立大学财政的支出结构，人工费及管理运营费等硬性经费所占的比重较大。数

据显示，近三年人工费总体比构成比率的平均趋势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０４％，但
资金收入规模也同步上升，人工费所占比例每年在３８％左右，非常相似。

如果人工费比率高，导致大学资金运用的裁量减少，教育费投资余力减少，从而削弱竞

争力。但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竞争力，聘请优秀教授等导致人工费上涨的因素应该得到肯定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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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会计年度私立大学教费会计年支出规模（单位 ：百万元）

普通大学

（１５２所）

产业大学

（２所）

研究生院

（３９所）

总计

（１９３所）

比例

（％）

劳动报酬 ６，９３３，９４３ ３６，５５９ ４３，０７４ ７，０１３，５７６ ３８７０％

管理运营费 １，９０６，４０９ １１，９７５ ２９，０５３ １，９４７，４３７ １０８０％

研究学生经费 ４，６１６，９５１ ３６，２５１ １６，０７０ ４，６６９，２７２ ２５８０％

非教育费用 ９３，３２１ ２６３ １，５３０ ９５，１１４ ０５０％

预付款 ４，１５６ － ６２ ４，２１８ ０００％

资产及负债支出 ３，０９５，３１５ ７３，２４８ ２７，８９９ ３，１９６，４６２ １７７０％

下期结转资金 １，１６４，７０４ ５，０１１ １５，４２０ １，１８５，１３５ ６５０％

支出总计 １７，８１４，７９９ １６３，３０７ １３３，１０８ １８，１１１，２１４ １００００％

从表３还可以看出，韩国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及筹集渠道是多样化的，这为韩国私立大
学的发展及竞争力的强化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

三、对我国民办高校经费筹集的启示

１．获得政府资助

获得政府的资助是民办高校资金筹集的重要途径。政府的资助，不仅能减轻学校的财

政压力、降低学费的收缴，还能提高办学质量，招收更多的学生。政府可以评估高校的办学

质量，发放资助金。

政府还可以通过对学生给予资助来实现对民办高校的间接补助。对学生学费及其他学

习费用进行资助不仅能减轻学生的压力，帮助民办高校吸引更多生源，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减

轻学校的压力。

２．吸引社会捐赠

从韩国私立大学的收入结构表可以看出，社会对学校的捐赠金占据了总收入的百分之

二。捐赠金是私立学校主要的资金来源。对于我国的民办高校，学校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

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例如：通过组建校友会来增强毕业生与在校生及

与学校的联系。对于学校来说既能吸引优秀毕业生对学校进行捐赠，又是对学校的一种

宣传。

学校还可以组织成立专门的筹款机构及基金会，专门负责研究定制社会捐款等资金筹

集计划，最大限度的筹集资金。

３．争取银行贷款

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民办高校相应资产不得用于担保，民办高校信用贷款额度普

遍较低，不利用民办高校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加大银行对民办高校的

贷款支持。银行也可通过对高校的办学历史及还款实力评估考核，适当放宽贷款审查政策，

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放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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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大服务创收

当前我国民办高校的服务收入在经费筹集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与韩国私立大学的服务

收入（转入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韩国私立大学的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附属医院，占到

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十。

因此，借鉴韩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我国民办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加强服务收

入。例如学生宿舍、食堂、校内商店、附属医院、校内设备出租等筹集到部分资金。

４结束语
我国的民办教育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

距。在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免的遇到各种问题。如何正确的引导和管理是政府、学校、社会

三方都需要重视的问题。毕竟教育问题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政府要不断完善民办高校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大对其扶持的力度。学校自己要扩宽资

金筹集渠道，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教育质量。外部制度与内部管理和谐发展才能提高民办高

校的可持续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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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国际学生学业规划的构建策略

北京化工大学　于跃　邓利　李齐方
北京理工大学　韩志跃

摘要：近年来，国内高校开始重视并积极推进大学生学业规划研究，并取得了

宝贵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国际学生（也称来华留学生）毕业去向的不确定性，以

及国际学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文化，高校对国际学生的学业规划研究甚少。

本文结合我国高校国际学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探讨作为管理教师

如何指导国际学生进行学业规划以及高校开展国际学生学业规划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国际学生；学业规划；本科；大学生

大学生学业规划是指大学生对与其事业（职业）目标相关的学业所进行的安排和筹划。

具体来讲，是指大学生通过对自身特点结合社会需要的深入分析和正确认识，确定自己的事

业（职业）目标，进而确定学业发展方向，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学业发展计划，从而

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学生的人生事业（职业）发展效率，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获得阶段性

职业目标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过程［１］。

一、高校来华学历国际学生学业管理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及软实力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国际学生在数量规模上

不断扩大，各高校都卯足全劲扩大国际学生规模。但是国际学生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

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且毕业后的去向有很多不确定性，各高校对国际学

生开展的工作主要关注在知识传授和安全管理上，对其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都做的不够

细致，基本上没有关于个人学业和职业规划上的指导。

然而，这些不同国籍、文化、语言背景的国际学生，在学历学习阶段，通常都有基础差、听

不懂、跟不上、挂科严重等问题。

对北京化工大学的本科学历来华国际学生所做的调研中发现，３４％在学习和生活上均
遇到很多的困难，３６％仅在学习方面遇到了困难，仅在生活方面遇到困难的国际学生占
６％；有２２％没有遇到学习和生活困难。

可见在留学生活中，国际学生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学习方面，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

多，３０％国际学生听不懂老师的课题授课，３０％认为课程太多而精力不足，１２％认为自身学
习基础差，１２％不重视学习，投入的时间较少，６％表示缺乏有效的学习资料，２％对自身专业
感到不满意。

对于毕业后的计划，以北京化工大学本科学历在校国际学生毕业后去向调查为例，２３％
目标为毕业后继续在中国读研究生，２１％目标为去中国以外的国家读研究生，２０％目标为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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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回本国就业，２０％目标为在中国就业，１７％为暂无计划。可见国际学生的毕业去向目标
不外乎是继续深造和就业。

二、高校来华学历国际学生学业规划的重要性

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增进中外

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帮助发展中

国家培养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国际学生教育正处于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提质增效

阶段。

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离开家人来到异乡求学，他们同样经历着人生观、世界观和

道德观的成熟。大学教育对于他们也应该关注其道德和心理的成长。国际学生如何规划大

学时光，如何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到知识，在毕业后能有个好前途对于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加强国际学生学业规划引导，一方面能有效帮助国际学生增强跨文化信心和自我管理

的能力，增强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国际学生进行自我定位，明确大学各阶

段的发展任务和目标，不断提高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能力，增强竞争力，促进自我发展。

三、来华学历国际学生学业规划的构建步骤

（一）正确的自身评价和环境定位

１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指一切学业规划的前提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包括兴趣、特长、

性格和各方面的能力等［２］。

由于高校里缺乏对国际学生自我科学认知的测试或辅导，很多国际学生的自我评价存

在缺失或是不明确的情况。如一位中国政府奖学金国际学生，一直觉得政府为他调配的学

校不合适他，他应该去更好的中国大学，但是见其表现和成绩并没有很优秀。如果一再放任

该生的这种不符合自己的定位，会使其无法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荒废学业。

２环境定位

学业规划要建立在评估环境因素、定位环境条件和发展变化情况上，把握环境因素的优

势和限制［２］。国际学生通常对环境定位的能力比中国学生要强，由于他们在选择大学专业

时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他们可以从他们国家的专业前景和就业情况以及个人家庭环境等

方面充分理性地选择自己学历的专业。

（二）引导国际学生进行学业目标管理

学业规划目标是大学生学业规划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清晰、定位准确是确保学

业规划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３］。而国际学生自身拟定的目标，可为短期如一个学期，可为

大学四年至毕业后去向，也可以是长到对整个人生的规划目标等。

而作为管理教师，应关注国际学生的学业目标规划，给予一定指导，使其正确制定目标

从而进行自身的学业规划。

从时间维度来看，学生在人生长远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可以确立整个大学目标（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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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标（一年）、短期目标（一学年），甚至可以细致到一周计划和一天计划等。人生目标

需要个人经过努力和自制才能顺利实现，所以目标确立要立足显示、慎重选择、全面考虑。

短期目标更要具体，是大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学业目标制定后，要能自上而下进行分解为短期目标，一边顺利完成计划，进行严

格地执行。从规划内容来说，大学学业规划不应该局限于专业学习上，还应涉及思想、技能

等方面［４］。

（三）按学年进行学业规划引导

一般中国的高校本科学历学习是３－５年，在每一学年，大学的学习重心都有所不同。
留管人员可引导国际学生可以按学年划分，对每一学年进行设置目标，结合学历国际学生的

特点，引导他们正确规划学业［２］。

大一适应期，需要像中国学生一样了解专业特色和职业方向，掌握专业学习方法，激发

学习热情。同时大一是国际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阶段。这个阶段，语言和文化对于国际学生

是最难适应的因素，容易出现“文化休克”现象。

作为国际学生教师，应引导国际学生尽快克服跨文化不适感，通过参加一些校园内的活

动，融入校园，适应中国大学的学习模式，掌握学习方法。多认识中国的同学和朋友，有助于

感知中国文化，尽快融入中国。

大二探索期，除了进一步适应中国校园学习生活和学好基础知识以外，大二国际学生应

适当提高和锻炼自己的领导、沟通、协调和科研等综合能力。明确学业目标，扩展知识面及

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语言水平和学习技能，逐渐进入专业知识学习和掌握。

大三定向期，对于国际学生需要了解所学专业前沿状况，从事相关的实践锻炼。清楚自

己毕业之后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为自己的职业做好规划，从而明确自己的学业规划。大多

数国际学生的视野都比较国际化，因此这个时候需要明确将来是否去另一个国家继续学习，

要了解自己专业的前途。

大四冲刺期，在完成自己的课业学习基础上，总结前三年的学习情况，检验学业目标执

行情况，客观评价自己的性格特征，妥善调整目标。明确自己的未来规划，并向目标冲刺。

（四）学业规划的执行和反馈

当明确制定好个人的学业规划和目标后，必须要付出行动得以保证。需要学生具有自

制力，严格按照短期目标从而完成长期规划。

作为国际学生的管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定期评价和强化，并给与鼓励和警醒，避

免规划束之高阁及行动上的虎头蛇尾。同时，随着计划的开展，管理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

反馈评价，并可以根据社会、学校及个人的情况变化，谨慎地对规划进行适当调整。

四、高校对来华学历国际学生的学业规划的构建策略

（一）整合资源，建设学业规划的指导队伍

提高国际学生的学业规划能力，高校需要整合资源，将职业指导教师、辅导员、专业任课

教师纳入一个队伍，发挥各自的优势。职业指导教师为国际学生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咨询

和辅导，辅导员为其普及学业规划的理论知识、协助落实方案，专业任课教师为主体介绍专

３５



业发展前景和专业选择及学习方法，各司其职，形成指导国际学生学业规划的有机整体［５］。

（二）了解政策，结合职业目标构建学业规划

国家一直致力于打破体制壁垒，为人才脱颖而出开辟通道，为国际学生毕业后在我国发

展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新修订的《出入境管理法》专设“人才签证”类别，为海外人才服

务我国开绿色通道，完善后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吸引更多海

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学校应建立专门机构、平台，辅导国际学生确定职业目标、尽早制定完善职业规划，为将

来走入职场做好准备［６］。

总之，本科国际学生的学业规划指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多方面的积极支持和配

合。高校应以“外事无小事”及“以人为本”为原则，将专业教育、管理服务与学业规划有机

结合，辅导国际学生进行目标管理，积极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建设专业指导教师团队，实现

国际学生学业与职业的和谐统一发展。

科学地构建国际学生学业规划体系，不仅可以提高高校国际化教育质量，推进“双一

流”建设，而且有助于培养更多知华友华国际人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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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
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探索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丁学忠　王岩　肖易寒　孙丽萍

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留学是国家强盛和民族自信的自

然体现与必然选择，体现了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程度，教育开放程度和文化自信程度。２０１０
年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１］，确定了我国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使
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全年来华留学生达到 ５０万人次，其中学历生达到
１５万人。这是我国留学教育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向。

随着高校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中

的关注焦点。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了留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留学生家庭经济情

况、留学生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语言掌握情况、个性心理因素等多方面。

面对新的形势，对高校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进行系统的总结与剖析，建构高校来华

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是当前高校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来华留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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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人数持续增加。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

的国。２０１７年共有４８９２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习［１］。

来华留学生的主体是处于人生发展阶段中最活跃阶段即青年时期，以发展心理学角度

看，青年人呈现多变、创新和叛逆的特点。青年人的心理发展是在其社会生活环境和自身社

会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对自我的探索、认同、人际关系、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其智力发展、

自我意识、情绪与情感、性格、性意识、成长需求，都呈现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动荡与稳定、突

变与渐变相统一。

来华留学生群体心理发展复杂性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不但要面临着青年人共同的心

理发展任务，同时还要面临环境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等多方面的任务。因此，留学群

体的心理压力较国内本土学生压力明显增大。

（一）负面情绪问题

留学生在国外经常会出现思乡感、孤独感、抑郁症和挫折感。这种消极情绪不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控制就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在缺少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倾向消极模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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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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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际关系敏感

留学生身处异国生活和学习，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语言交流的障碍，导致留学生在

社会交往上会呈现出更多的焦虑状态。与中国大学生相比，在华留学生存在更多的强迫、人

际关系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问题。留学生较多采用幻想和退避等消极的应付方式来处

理上学生活中的应激事件［２］。

（三）文化、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

留学生的负面情绪问题、社会交往中的人际问题往往都是内在的文化、心理和社会适应

问题外在体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个性差异等因素在同一个场域，以显

性和隐性的方式对留学生群体发挥着影响。场域中的每个个体既要保持个性的独特性和独

立性，又要接纳和尊重交往对象的正当诉求和尊严。这需要个体具有一定强度的心理韧性

和灵活的应对方式。

当然，从生态系统角度讲，每个个体都是具体的，需要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

适应问题。适应能力的提升不单单是个体的问题，环境需要具有相应的包容性、丰富性，具

有为个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四）学习与就业压力

来华留学生都是怀揣着个人梦醒、职业理想、甚至肩负使命来到中国的。在华学习和未

来就业是留学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些包括学业成绩、作业难度、专业选择和就业前景等

问题［３］。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针对留学生学习学业培养标准趋于

严格，很多留学生感受到了学习方面的压力。

二、当前留学生心理教育工作的困境

目前，我国高校留学生在管理模式上采取独立的培养方案，单独的班级编制，完全有别

于中国学生管理机制。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面，我国高校基本上已经建立健全了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机制。

然而由于管理模式、服务提供能力、留学生教育工作发展情况等多方面原因，面向服务

于本土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未能全面覆盖留学生，造成工作中的死角。

（一）服务提供能力不足

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２２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
卫疾控发［２０１６］７７）进一步指出“每所高等院校均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按照
师生比不少于１：４０００配备从事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的专业教师”。

在实际操作层面看，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专职教师配备尚不能达到指标要求。一是数

量不足，在未能满足本土学生服务需求同时，很难能全面覆盖留学生，开展工作很难常态化。

二是专业咨询教师双语交流能力限制，制约了针对留学生个体咨询服务工作。

（二）工作机制和举措问题

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抗挫折能力，高校为本土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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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心理危机事件发生，为新生开展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档案。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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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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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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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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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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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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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或纸质测量，同时建档。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做好保护隐私和知情同意。

（三）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问题

有效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是个体面对困境、挫折的积极影响因素。来华留学生面对

学习、交往、就业等方面问题时，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常常等不到家庭和社会的及时心理支

持，更加容易产生情绪问题甚至危机事件。专业辅导教师和留管人员面对资源匮乏的辅导

对象，常常显得无力，进而影响主动介入的积极性。

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策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人的潜力和优秀品质，由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赛里格曼（Ｓｅｌｉｇ
ｍａｎ）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发起，目的在于促使心理学家以一种开放的、欣赏的眼光看待普通
人的潜力和品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精神分析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心理学界把研

究重心放在心理障碍的治疗和矫正上，致使心理学类似于病理学。

积极心理学反对消极心理学关于人是动物或机器的隐喻，反对人类的行为要么由本能

驱使，要么由环境决定的片面观点，认为消除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个体就能获得幸福和快

乐。消极心理学取向的心理治疗模式并不能全面真实反映人的本质，不能积极有效地预防

心理疾病的发生，更不能提高社会公众的幸福感。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看，基于传统心理学范

畴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理念带有较为明显的消极色彩。

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或“期待效应”，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中关

于赞美和暗示的经典案例。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考查某校，随意从每班抽３名学生共１８
人写在一张表格上，交给校长，极为认真地说：“这１８名学生经过科学测定全都是智商型人
才。”事过半年，家罗森塔尔又来到该校，发现这１８名学生的确超过一般，长进很大，多年后
这１８人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成绩。

案例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信任、赞美时，他便感觉获得了社会支持，从而

增强了自我价值，变得自信、自尊，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积极心理学认为，增进人的积极情感及其体验，是发展优秀品质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和

方法。积极情绪带来创造性和生产力，能使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产生多种思想

和行为，特别是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思想和行为，而这正是大学生应具有的积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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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积极氛围，不断提升主观幸福感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

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需置疑的”［４］。积极心理学界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基于自

我的生活经验而形成的主观感受。幸福感的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感，即一个

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整个生活质量是满意的，感受到生活是充实的。

幸福正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积极情感与认知。所以，我们应坚持积极取向，

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文化氛围，增强留学生的良好体验，提升服务满意度，强化社会支持

和社会连接，增强归属感，提升幸福感。

（二）帮助留学生树立希望，不断提升心理弹性

美国堪萨斯大学克里·斯奈德教授是积极心理学希望领域公认的理论创始人，他将

“希望”定义为：“在成功的动因（指向目标的能量水平）与途径（实现目标的计划）交叉产生

体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５］这包括三方面的含义：清晰的目标（远景

思维）；明确的策略（路径思维）；启动并实施该策略的动机（动力思维）。

目标、路径和动力是希望理论的三大要素。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路径和动力相互作用

的过程，他们相互加强，呈正相关，对目标的达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帮助

留学生建立合适的目标，探索多种可行的途径，增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弹性，不断自我正性

强化，最终实现目标。

（三）构建朋辈支持系统，提供心理支持

朋辈之间年龄相仿，经历相近，体验相似，易于建立信任关系，经过准专业化的培训，能

较好胜任辅导。相对于专业个体咨询需要事先预约，在固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咨询，朋辈心理

辅导可以在双方达成的任何时间、地点进行，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因此，在某些一般心理问题处理上，朋辈心理辅导处理时效性比较高。朋辈心理辅导也

可以弥补专业心理辅导力量的不足，在心理知识普及宣传、心理危机动态监测和互助人文关

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构建危机转介渠道，扼守底线工作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底线，要进一步健全心理危机预警与

干预机制，健全危机干预校内和校外转介渠道，强化一线教师和留管人员培训，提升干预实

效性，及时阻断危机，避免危机事件发生。近几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学院针对留学

生危机干预工作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是设置专人专岗开展日常心理咨询服务工作，把留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作为学院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把留学生心理问题解决在日常生活中的萌芽状态，及时阻断心理危机。哈尔

滨工程大学是我国高校中少数几所设置留学生咨询工作室的高校之一。

二是开展新生入学心理筛查，重点关注学生预约咨询跟踪服务。在新生入学心理筛查

方面，我们使用 ＳＣＬ－９０量表，心理问题筛查率一般在３％左右。考虑到效度低的问题，我
们邀请专业心理教师设计投射测验，比如绘画筛查，两者相结合检出率效果较好。在实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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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自愿与保护隐私的原则。所有问卷都设计了知情同意书。

三是以队伍建设为抓手，强化对留管人员、一线教师的心理知识培训。留管人员不同于

专业心理教师，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留管人员心理健康知识应知应会学习手册》，定期为

留管人员开展常见精神疾病、心理危机等相关知识培训。

四是利用新媒体、公共宣传栏等多种渠道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积极的心理健康

氛围。

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盲区和难点，如何做好留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关系到学校安全稳定大局，关系到学校国际声誉。

以积极心理学视角介入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助力来华学生成长成才，是破解当前

难点问题的有效渠道和路径。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印发《留学中国计划》的通知（教外来［２０１０］６８号）［Ｚ］２０１０（９）．

［２］　伍志刚，向学勇，谢芸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比较［Ｊ］中国临床心理

学２０１０２．

［３］　李亚红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来华留学生心理压力源探析［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１１．

［４］　郑木越乌申斯基教育文选［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１３．

［５］　刘翔平当代积极心理学［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１．

（作者丁学忠，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王岩，女，系哈尔滨

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专职心理咨询师、硕士；肖易寒，女，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讲师、博士；孙丽萍，女，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

［基金项目：１．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２０１８年重点科研课题《构建来华
留学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编号：高留分会课题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Ｙ０１０）；２２０１８年哈尔滨工程
大学校级高教研究重点课题《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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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

郑州大学　黄卓明　吕兆格　于澎涛　孙鹏

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传播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承载着国家的意志。语言已不再是

过去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价值不断提升，对于国家治理、国家

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日益提升。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

变化。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语言问题以及新的机遇和挑战，都期待能

够准确研判和有效应对。这是事关国家战略大局和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国际中文教育和

中国文化传播也是如此。

一、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基本情况及思考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的第
４２号令。在第三章“教学管理”第十六条中明确指出“汉语和中国概况应当作为高等学历
教育的必修课”。要求我们在留学生教育培养方面，要始终重视中国文化教育，培养出更多

高素质的、知华友华爱华的外国留学生。

我们郑州大学的来华留学教育起步于１９８２年，是国内较早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开展国际
汉语教学的高校之一，也是国内首批来华留学生教育示范基地。我校以“双一流”建设为目

标，高度重视国际化建设。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生已达到每年２５００余人次，其中学历生占在校留学生的８０％以
上，作为相对独立的群体，如何针对这些来华留学生开展有效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课

教学，引起了我们的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

我们深知，如何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是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在２１世纪以全球
化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大教学环境中，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其具备全球国际化的

文化意识，应是中国文化课程的主要培养目标。

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等发现，目前国际教育领域对文化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凸显，但针对此类课程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匮乏，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也仅是对文化类

教材进行分析，关于如何系统建设中国文化课程还未有多少涉及。

亟需通过开发由浅入深，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贯穿大学教育始终的系列中国文化课

程，激发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求知欲，并鼓励留学生与中国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不仅要了解中国概况，还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了文化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

才能有机会对某些文化现象予以认可，才能真正理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培养出忠诚的

知华友华爱华使者。

科学建设中国文化课程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提出合理高效的教学方法；完善教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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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这不仅是对我校来华留学生文化课程建设的探索，也是对我校打造中国文化课程品牌

的尝试。不但是为了解决目前教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期待着能对全国来华留学

生教育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探索

近四十年来，我们教学团队一直在留学生教育的第一线，从事对中外学生的汉语国际教

育和研究工作。主要承担了郑州大学来自９０多个不同国别，每年２千余名国际学生的公共
必修课《汉语》和《中国概况》，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还有面

向全校学生的ＳＰＯＣ任选课《走进中国》的线上教学任务。
近年来根据教育部４２号令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培养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分别于２０１７和

２０１８年成功申报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河南省和郑州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国际学生中
国文化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方面的三个研究课题，对《中国概况》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改

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研究项目先后结项，并获得郑州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作为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的研究员，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成员，２０１９年我们科研团队完成了线上精品课《走进
中国》，并于当年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运行，获评河南省本科教育线上教学优秀课程一

等奖。

慕课《走进中国》是我们团队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尝试和重要成果（课

程网址见附件）。是根据人们认识、了解、感知、理解、欣赏的认知顺序，通过走近中国、感知

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世界中国五个部分，较为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现了可感、可知、可

亲、可爱的真实中国。

从一独特的视角，点面结合，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将反映中国思想、中国

经验、中国精神、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开放共享理念的一个个知识点与相关的文化面结合

起来予以呈现。

目的是让来华学习各专业的国际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体验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感受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而理解中国人的“和而不同”、“和合共

生”、“世界大同”等理念的现代表达，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

中国方案的现实基础。

慕课《走进中国》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

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坚持做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以此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和认知能

力，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慕课《走进中国》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注重课堂讨论和实践体验，注重学

思结合、知行统一，在亲身体验参与中了解国情民情，增强情感认同和思想认同。

课程有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慕课支撑，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效果良好，受到社会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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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关注，国内外师生的广泛好评。

三、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成果的效果反馈

慕课《走进中国》，通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形象、中国

思想、中国经验的全面展示，真实呈现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进而使学生对中国人的

思想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有所了解，在欣赏各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体

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从而理解中国人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世界大

同”等理念的现代表达，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中国方案的现

实基础。

通过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提升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以培养知华、友

华的国际型专业人才。

课程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移动学习的时代特点，进行慕课平台建设，满足了国际学

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此外，我们把学生的文化实践问题纳入到学校、企业、实践基地三者联动的大平台上来

实施实现，这些创新做法为国际汉语文化概况教学及课程设置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模式与

理念，同时也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该课程适用于来华留学生、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华文学校和汉语培训机构等的海

外汉语学习者，同时也适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致力于国际交流与交往的中外朋友，

更是准备走进中国学习、生活和旅行者的必备指南。

课程系统介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内容，也将对有志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旅游文化导游等的学习者有所帮助。

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９日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以来，近一年时间受到众多学习者的五
星好评，选课人数６０００余人次，其中有在国内和国外高校及学习机构学习的国际学生和部
分高校的中国师生，还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参与了在线观看和学习。国

内部分高校的老师和专家学者也对本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成果外宣价值及使用建议

慕课《走进中国》通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形象、中国思

想、中国经验的全面展示，真实呈现当代中国的社会面貌、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从最直接的

衣食住行出发，系统介绍了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以亲切可感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方式、风俗习惯，让受众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而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核心

价值观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使受众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

思维方式等有所了解。

本节目借助大量生动有趣，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介绍中国的地理、文学、艺术、武术、

科技、教育、历史、政治等内容，特别是集中介绍了当代中国的世界观，使受众在欣赏各种不

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体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从而理解中国人的“和而

不同”、“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等理念的现代表达；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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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思想等中国方案的现实基础，透过文化欣赏和主持人集中阐释的方式，塑造了真实

可信、友好可亲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海外受众透过节目了解真实的中国。

本课程可以提升受众对中国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以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通用人才。

慕课《走进中国》使用了中文原声，对学习中文的爱好者有一定帮助，同时配有中、英文

字幕，扩大了海外受众面。

课程内容符合国家战略和大外宣传播体系，以中国文化及核心价值观为主，形式上也容

易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所认知和理解，让他们在观赏学习中体会到中国文化之中浸

润着人文关怀的温暖。

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双方的价值共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并认同中国文化所承载的

核心价值观。力争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构建和谐友善

的人文环境。

慕课《走进中国》的使用可以根据认识、了解、感知、理解、欣赏的认知顺序进行，也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走近中国、感知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世界中国五个主题中的任何一个使

用，五个主题相对独立，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

附件：

课程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ｏｕｒｓｅ１６３ｏｒｇ／ｃｏｕｒｓｅ／ＺＺＵ－１２０７２１５８０１走进中国（郑州大学）

（作者黄卓明，系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吕兆格，系郑州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副教授；于澎涛，女，系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孙鹏，系郑州大学教师、博士、

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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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研究

河北大学　王丽霞　郭英
邢台学院　杨计芳

一、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的意义

在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来华留学生离不开课程化及非课程化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

课程化教育活动，他们只在特定的课程中学习到一些中华文化，并不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和理解。真正更快速让他们能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影响和熏陶的反而是非课程化

文化交流实践。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薪火相传，来华留学生可以接触到的非课程化文化和文化交流实践

涉及到方方面面。小到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大到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

德习惯等都无处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魅力。［１］

虽然目前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问题研究的并不是很多，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跨文化

研究、人文交流、大学教育、文化体验体系构建等方面，缺少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多维度

整合。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是随着目前国情的发展，以及当前

国际发展新趋势，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问题，研究探讨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

二、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的作用

来华留学生类型分为学历生及非学历生，而非学历生又有长期与短期之分。非课程化

文化交流实践教育是长期生与短期生在教育教学方面交叉较多的领域，因此，非课程化文化

交流实践教育对于各种类型的留学生教育来说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２］

来华留学生文化活动也成为了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作为新

时期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生文化活动有助于营造多元化、国际范的

校园文化，也必将成为未来校园文化的潮流。

１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使留学生能够尽快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了解中国文化
多样性，增进中外学生互动理解。［３］这符合来华留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需求，能促进留学生提

升自身的文化智力，使得他们具有主动学习意愿，享受跨文化情境所带来的乐趣并从这份乐

趣中收获成长。

同时，要鼓励来华留学生增强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克服跨文化情境中的困难，采取一种

积极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使他们善于辩证地看待困难与挫折，发现其中好的一面，形成一

种良性的情绪。

２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有助于完善来华留学生课程体系建设，实现留学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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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培养目标。符合高校国际化发展的需求。［４］可帮助来华留学生实现跨文化认同建构，

缩短文化距离，秉承“和而不同”的原则，营造兼容并蓄的校园氛围，为文化的沟通提供

条件。

学校可以开展一些中华文化公开课，培养来华留学生与本地学生的共同话题。另外，还

可以成立中外学生联合组织机构，开展中外学生语言文化学习与交流活动，让中外学生共同

策划、组织，加快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

３改革来华留学生管理机制，逐步实现中外学生共同管理。大学虽然有一些跨文化
“交朋友”的活动，但是往往容易在学期中或者学期末失去联系，例如双方住宿距离较远或

者上课时间冲突，教务系统不一致等的问题。［５］因此可以在学生管理上做出改变，将本国学

生和留学生的教务系统合二为一，不仅方便了学生管理，也使留学生感到自己不是特殊的被

孤立的群体，增加中外学生之间交流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中外学生的跨文化融合。

４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与课程化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留学生优质教育。加
强对外文化交流互鉴，提高文化交流水平。［６］在文化浸润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高校要转变

跨文化教育重心，由文化知识的输出层面转移到中华文化的浸润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上来，

帮助留学生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同时吸取优秀外来文化，建构文化认同。

三、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中易出现的问题

目前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很多，诸如：留学生非

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发展缺乏衡量标准；高校间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发

展不平衡且缺少交流；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缺少多元性与体系性；留学生非课

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成熟的应对机制等。［７］

因为，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关文件指导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发展，因

此难有衡量标准；高校各自开展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既没有横向交流又缺少

纵向比较，若能搭建起高校间交流平台将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

践仅局限于某一两个方面，比如留学生社团文化建设等；各高校目前对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

践重视程度不足，没有遇见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出现问题后的应对方法。

四、对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的思考

通过对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的探索和思考，认为改进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

交流实践教育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

国家层面出具相关文件，明确指出发展方向与标准，有了明确的目标各高校才能有的

放矢；

地区层面为各高校搭建交流平台，相互借鉴发展经验，共同促进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

流实践教育发展；

高校自身开拓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的多元性，梳理其发展脉络形成体系化发展；

高校自身应重视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做好应对机制，使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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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育体系更加完善。以非课程化为桥梁，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增进中外

学生互动理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融。探索其中的发展规律，并用于教育实践，对提升我

国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及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五、结语

人文交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留学生管理部门需采取多种措施、开放更多渠道，培养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师

生的多元文化心态，促进中外交流互动。［８］

通过对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进行思考，打造留学生文化活动平台，多

角度、多方面分析问题和成因，形成一个来华留学生非课程化文化交流实践教育体系，为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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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韩国留学生现状及特点研究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林华

摘要：多年来，来华韩国留学生占据来华国际学生数量排名第一位，他们的特

点影响着高校国际化发展的路径，同时也对高校国际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本文从三观、道德修养、思想政治、专业学习、汉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心理健

康、实习就业和对中国的看法及建议九个方面，阐述与分析来华韩国留学生的特

点，提出高校来华韩国留学生管理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来华韩国留学生；性格特点；思想现状

中国和韩国作为历史渊源密切，地理相近的两个国家，在文化、语言方面都有诸多共同

点。在漫长的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唐朝与新罗的交流尤为兴盛。其中新罗留学生是唐朝

与新罗文化交流的使者。据记载，新罗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始于贞观十四年（公元６４０年）。
从此以后，新罗留学生源源不断来到唐朝，直到五代中期未曾中断。有学者统计，在此期间，

新罗在唐留学生累计有二千余人。

随着韩国持续的汉语热，来华韩国留学生不断增加。据中国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８年共有
５０，６００名来华韩国留学生，并连续十几年居于来华留学生生源国排名首位。据韩国教育部
统计，２０１６年在海外接受教育的韩国留学生共计２２４，０００余名，其中赴中国留学生人数大
约６７，０００名，占总人数近三成。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留学生目的地。

一、来华韩国留学生现状

１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篇

分析来华韩国留学生的三观形成特点，需联系到韩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韩国因地理位

置特殊，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始终受到周边国家的影响。国家独立前受到多种形式的侵略，

导致韩国国民思想无法凝聚。

战后，随着历届政府强调民族精神教育，以及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通过儒家纲

常伦理教育来引领民族思想，使得韩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国民（民族）精神教育”。韩国学

校教育中积极贯穿“身土不二”的民族精神，意在时刻提醒青年学生珍爱自己的文化，他们

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自豪感传承韩民族文化的根基。

为了摆脱日治时代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的影响，韩国教育部提出“弘益人间”的教育

理念，引领民族思想。“弘益人间”的思想在于教育学生不仅仅关注自己生活如何美好，更

关注如何去贡献于国家，自强不息地追求民族的共同理想，促进国家的发展。

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欧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涌入，韩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民族意

识受到冲击，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因此，韩国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制定《国民教育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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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强调国民伦理和民族特色，培养学生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和创造性进取的先锋精神

及开放发展的价值观。

２道德修养篇

上世纪８０年代，韩国政府开始关注培养本民族的特色，注意克服学生的懒散习惯、封闭
自守、精神空虚、缺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净化民族精神。力图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出新一代

韩国人。

通过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来传播思想文化，始终得到韩国统治者的支持。绝大多数韩国

的学校都开设有儒学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以首尔地区的学校为例，开设有现代社会与伦理、

东亚儒家传统与韩国史、现代社会与儒家哲学。

来华韩国留学生在留学以前通过学习韩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培养了对汉字、书法和绘画

的爱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因此，中韩的学校教育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以及历史知识的

学习表现出一致性。

韩国的道德修养教育虽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但是他们将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价

值观相结合。不但强调儒家文化的重要地位，而且不断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理念。

３思想政治篇

来华韩国留学生在本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国民精神和儒家伦理教育。

韩国的历届执政者都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其执政的核心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国民

精神教育，它主要包括民族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灌输“文化爱国主义”和“经济爱国主

义”的理念。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后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客观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思想政

治教育上，多元文化思想逐渐形成。青年学生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在学校里成立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定期举办各种演讲。对此，韩国执政当局碍于民主社会

的性质，只能组织知名学者开设讲座，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抹黑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由于韩国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学校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利己主义的思想观

念教育学生。教育内容也体现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性质。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在留学以前

学习过韩国发展史以及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认同韩国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核心价值。

４专业学习篇

来华韩国留学生的构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从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来看，２０１７年学历生
２３４８５名，非学历生 ４０３４２名，非学历生几乎是学历生的两倍。本科生 １９５０５名，占
３１５６％。硕士生２７３９名，占４２９％。博士生１０７１名，占１６８％。学历生以本科生居多，
学历生与非学历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从专业分布来看，来华韩国留学生的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医科、经济、工科、

法律、艺术、体育、理科、历史、哲学等学科。其中，语言文学、医科和经济排名前三位。说明

来华韩国留学生选择汉语言、中医和国际贸易等专业的意愿较强。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实

力迅速提高，选择工科的来华韩国留学生逐步增多。

与此同时，来华韩国留学生群体存在“链式”留学现象。来华韩国留学生的家人、朋友

和中介公司会影响来华韩国留学生择校和专业。虽然大部分来华韩国留学生都选择单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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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异国他乡，但他们来华以前，家人、亲戚、朋友以及留学中介都会给他们提供在中国学习和

生活的建议和帮助，这都属于所谓“链式”留学。这样就降低了初次留学的陌生感和不安全

感，缓解了跨文化带来的心理压力。

５汉语学习篇

１９９２年，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合作步入快车道，并且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
益扩大，韩国掀起了一股“汉语热”。２０１２年，韩国已有１２０多所大学、４０多所专科学校和
２７０多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全国各地的汉语学院也方兴未艾。许多韩国青年学子已经不
满足于仅仅在国内学习汉语，他们要到中国来学习更地道的汉语。

只有了解了来华韩国留学生汉语的学习动机，才能为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如何保持并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供参考，方便国际学生辅导员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法。

刘苏雅（２０１８）将来华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分为十二类。其中，交际需要型排名
第一。说明来华韩国留学生来到中国以后，生活在汉语为目的语的语言环境中，想要和以汉

语为母语群体交流的想法非常强烈，并且需要使用汉语进行日常生活。

出国需求型排名第二，说明来华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以后，准备在华学习或者工作。这

不仅仅是因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经济文化飞速发展，高等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也是中

韩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结果。

语言兴趣型排名第三，很多来华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唯一动机是因为他们认为汉语

这种语言很优美，他们对汉语本身很感兴趣。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说他们对于汉语的兴趣

从出生一刻起就开始了。因为每个韩国人出生以后同时拥有汉语名字和韩语名字，对于汉

字的好奇心促使他们选择学习汉语。

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别是自我提升型和责任使命型。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都有自己的

人生规划，想要出人头地。他们往往都抱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多学一门外语，社会竞争

力就会增加一分，更有利于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

而责任使命型排名比较靠前的原因是来华韩国留学生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具有强

烈的爱国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名列前茅，他们普遍

认为韩国能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合作是一件好事。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媒介主要

是语言，那么想要与这个国家的人交流与合作，必然要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６跨文化交际篇

虽然韩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深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现代韩国人受到

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影响，在尊崇“群体取向”的同时，慢慢变得更倾向于“个体取

向”，这种求变的心理使得他们追逐个性，倡导个人奋斗，提倡创新。

同时，由于韩国只有单一民族，而且地域狭小，形成了乐天主义、热情好客、家庭伦理、长

幼有序、爱慕虚荣、性格急躁、勤俭节约等鲜明的民族性格。

安培（２０１８）认为造成来华韩国留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有四类：语言使用
类、心理行为类、社交礼仪类和思维模式类。

从语言上看，与韩国语相比，汉语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都独具特点。汉语依靠

语序来表示语法意义，汉语一词多义现象丰富，由此造成了许多跨文化交际障碍。

从心理行为上看，在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的眼里，中国人有礼貌，非常真诚，待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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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也觉得中国人比较喧嚣，不太遵守公共秩序，大吵大闹，粗鲁无礼。

从社交礼仪上看，来华韩国留学生时间观念较强。他们很爱干净，不会乱扔垃圾，吃完

饭会把自己的桌子收拾一下，不会在公共场所抽烟。

从思维模式上看，来华韩国留学生虽然有个体取向，但是也有群体思想。他们容易抱

团，形成小圈子。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

有的来华韩国留学生觉得中国在推行变相的资本主义，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造成的。

７心理健康篇

留学生身处异国他乡，不得不面对和经受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和心理障碍。不同的社

会环境，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家人和家乡

的思念等跨文化适应的压力与心理问题，都实实在在摆在他们的面前。

张燕（２０１７）对在华３２３名来华韩国留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研究发现，来华韩国留
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和心理幸福感与中国学生存在明显差异。

面对压力时，来华韩国留学生更多采用想象、祈祷等幻想消极应对方式。这种差异与宗

教有着一定的关系。据外交部资料，韩国５０％左右的人口信奉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近年
来宗教势力对各阶层的渗透有逐步加深的趋势。与中国学生几乎不信仰宗教相比，来华韩

国留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远远大于中国学生。来华韩国留学生直面压力的方法和渠道欠

妥，需要国际学生辅导员对他们进行如何积极应对压力的心理辅导。

与中国学生相比，来华韩国留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与问题指向应对有着较高的相关关系。

说明来华韩国留学生获得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在于直接面对应激源的应对方式，通常表现为

行动上或者认识上的问题解决行为。相反，中国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与寻求社会支持有着更

高的相关关系。

８实习就业篇

实习是一种课堂教学以外的重要教学方式，学生能够将自身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

作相结合。实习还能提高学生对课题知识的理解，帮助学生身临其境地了解就业市场的实

际要求，从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工作技巧。因此，实习经历促进学生能更好地进入就业

市场，找准自身定位。

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毕业后倾向于在中国定居，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根据李峰亮

（２０１５）对北京、天津、沈阳、青岛、广州在华来华韩国留学生６６８人的调查显示，有２０５％的
来华韩国留学生参加过实习，比例不高。其中，学生对学校所提供实习机会的满意度调查显

示，１６％的来华韩国留学生满意，２１８％不满意，满意低于不满意。
不满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从哪里获取相关的实习信息。第二，实习都

是针对中国学生的，没有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比如实习很多都安排在暑假，而留学生暑假往

往要回国。第三，没有足够的经费去进行相关的实习。第四，希望学校联系在华韩国企业提

供实习机会。

调查还显示，在１５３名确定了工作单位的来华韩国留学生中，参加过实习的学生不管是
最终留在中国就业，还是进入大企业的概率更大。另外，求职的总次数越多，学生在大型企

业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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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对来华韩国留学生就业的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来华韩国留学生在争取各种实习

资源时，往往比较被动，无法克服种种困难。另外，来华韩国留学生主动获取实习信息与机

会的能力较低，求职时的努力程度也不足。

９对华认知篇

来华前，来华韩国留学生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认知具有局限性。但是，随着近

年来中韩贸易的发展，他们可接触到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增多，使得他们对中国的

认知呈现更加全面的趋势。同时，他们希望去中国旅游和留学、从各种渠道获得相关信息、

多了解中国的意愿也有上升的趋势。

据刘雪琳（２０１５）的调查，许多来华韩国留学生来华前对于中国都有较为积极正面的印
象。其中包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社会文明多样、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风景

美丽壮美、人民热情好客、美食丰富多样，以及对韩国文化和商品比较喜爱。同时，也有部分

来华韩国留学生对于中国存在片面性的印象，认为环境保护问题严重、空气质量不佳、少数

民族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该研究将来华韩国留学生分为三类：Ａ类从未到访过中国，Ｂ类有少次短期访问，Ｃ类
有半年或更长学习和居住经历。

研究发现，Ａ类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比较少，认识比较浅薄。他们主要对与其未来从事的
工作相关的信息比较感兴趣。他们所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为新闻、时事报道和有关的

期刊杂志。

Ｂ类学生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现状印象较深。对于所到访过的城市和地区的历史、
景点、美食和文化比较了解和欣赏。北京、上海和青岛成为来华韩国留学生短期到访的主要

目的地。这说明首都、大都市以及地理位置具有优势的地区成为他们的首选。其他被来华

韩国留学生提到的地区包括大连、西安、杭州、苏州、重庆、广州以及甘肃和新疆等一些著名

景点。他们获取这些信息的主要渠道来源于网络。

Ｃ类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印象深刻。他们会不自觉地比较中韩文化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从中看到可以学习和互鉴的地方。他们对中国认知增加的同时，增加了他们获取更多相关

知识的愿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增加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以及认同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

不同于上一代韩国人，来华韩国留学生来华前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他们对中国

普遍持有比较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抱有积极认知态度，对中国传统

文化乃至汉字文化圈比较有亲近感。他们对了解与中国相关的知识的意愿呈现上升趋势，

并希望能够有助于将来事业的发展。

二、来华韩国留学生的特点

１差异较大，目的多样

来华韩国留学生总体呈现年龄差异较大、构成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和学习目的差异大的特

点。其中，来华韩国留学生集中分布在汉语进修和本科教育这两个层次上。从希望来中国旅

行的年轻人，从希望来中国工作的驻在员，从举家搬迁到在华韩国城的韩国家庭，从希望就读

于中国名牌大学的高中生，这些人背景差异非常大，共同组成了来华韩国留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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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韩国留学生地域分布广泛，从距离韩国较近的东三省，从韩国学生最多的北

京，从与韩国隔海相望的青岛和威海，韩国学生几乎遍布中国每一个省份。

他们的学习目的各不相同，有相当一部分是韩国高校组织团队交流，他们通常利用２－
３个星期的时间，参访好几个城市和大学，深度体验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现状。有些希
望来中国攻读本科学位后留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工作，有希望学成以后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回

国工作。当然，这当中也不乏滥竽充数，出国混学历的学生。

２群体性强，喜欢聚集

相比其他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来华韩国学生群体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经常三五成群集体

行动，很少有独来独往的情况。同时，来华韩国留学生非常重视“学缘”、“地缘”。

“学缘”指的是前后辈关系，通常几个有影响力的老生会成为来华韩国留学生的代表，

将整个学生群体组织起来，这方便对韩国学生工作管理，但不利于中韩学生之间跨文化交

流。来华韩国学生经常多人为单位参加集体活动，并且斗志昂扬，竭尽全力，有很强的“集

体荣誉感”。就算是个人为单位的活动，也会组织起后援会，为参赛个人拉票、加油。

不少来华韩国学生爱扎堆儿，来华时间虽然很长，但汉语水平提高较慢，容易陷入自己

的小圈圈。经常会出现一群韩国学生同时参加活动，或者一个也不参与的情况。

来华韩国留学生还将韩民族的“酒”文化带到校园内，他们经常在周末聚集好友去酒吧

喝酒、唱歌。许多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在离开父母来到异国他乡后，放纵自己，沉迷游戏，精

神颓废，行为懒散，无法完成学业，导致退学的情况时有发生。

３遵纪守法，努力学习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来华韩国学生延续其在韩国尊师重道的传统。他们总体上尊敬师

长，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少有违规行为。大部分韩国学生能够合理规划学习计划

和生活方式，学习较为刻苦认真，成绩也比较好。通常，韩国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校级奖励的比例较高。

韩国学生对学校发布的各项通知，能够积极回应，关注度较高，学生群体之间信息交流

迅捷。他们参与学生活动非常积极，非常善于表现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在面对困难和挫

折时，他们比较容易产生片面化的看法，不满、抱怨、非理性的想法较多，情绪波动性较大。

三、总结与启示

１建立和健全韩国留学生群团组织

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４２号令）第二十八条，国际学生经
高等学校批准，可以在校内成立联谊团体，在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接受学校

的指导和管理。设立单一国别留学生会的高校还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让留学生参与到学

校的管理存在困难。

但是，高校内韩国留学生人数众多，韩国留学生集体意识比较强，建立韩国留学生群团

组织，可以为韩国留学生提供在学校整体学生会监管下的自主管理。建立韩国留学生会，有

利于学校国别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积极

开展各项留学生活动。

２鼓励和支持中韩学生融合交流

鼓励和支持韩国留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级学生会协会、文体活动，帮助韩国留学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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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融入校园生活，增进对学校和院系的了解。鼓励和支持中韩学生一起参加社会实践、志愿

者活动，走入中国社区，增进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了解。

中韩学生都来自儒家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韩流对中国学生

的影响广泛，中国热也深深地影响着韩国学生。特别是韩国学生能歌善舞，参加文体活动时

表现积极，同时也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３促进中韩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中指出，鼓励留学生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

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每一个留学生看似一个个体，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留学生会

将他们留学的经历分享给他们的亲友，口口相传，代代相传。

留学生群体是一群使者，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中国人民和社会，通过网络、自媒体

等不同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每年５０万来华留学生，就是５０万只扩音器，小
喇叭，全年不间断滚动播放从中国了解的人和事。

来华韩国学生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

治制度和外教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他们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

地成为“知华派”，为推动民间公共外交，传播来华留学正能量，乃至树立中国国家形象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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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对医学留学生的医德影响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　朱晓奇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志愿服务是高校留学生育人的重要途径，对于留学生提升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塑造健

全人格和推动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

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无论是从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

还是新常态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体要求，全国各高校都将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实践活动对高校育人效果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学

习、生活。对于如何在留学生这个团体中播下“知华、友华、爱华”的种子，如何让他们更好

的融入中国社会，感知中国生活，传播中国文化，是我们要思考和总结的话题。

更为特殊的是，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人数在留学大军中也不占少数，而医生是一种特殊

的职业，“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要求医生不仅能救死扶伤，还要有高尚的医德，那么如何

培养医学留学生高尚的的医德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前，各医学院校对医学留学生的医德培育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１）缺乏核心。这不仅表现在医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或指对核心课程的普遍认可，也表
现在缺乏对医德教育的主体是医学留学生还是教师的共同认识。

（２）缺乏共鸣。来华医学留学生因尚未融入中国，对中国当前医患关系现状与医疗情
形没有形成体系的认知，这使得在医学伦理课堂上的医德教育难以本土化，并形成共鸣。

（３）缺乏行动。当医德教育只是停留在整个课堂范围内的探讨，没有足够的行动践行
这些理论，或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方式，未将医德教育作为一项单独的工作重视起来，医德教

育将始终难以跳出理论研究的范围。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开始注重留学生的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加强与中国

学生的接触，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但对于实践活动是如何在过程中达到对留学生的育

人效果的，现在的研究多是思辨研究，定量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研

究结果量化，探讨志愿服务活动对医学留学生专业的提高和医德的培养。

二、探索中国特色医德培养模式的重要性

医本仁术，德乃医本。医德和医术，好比车的两轮，鸟的双翅，二者兼备才能驰骋远行和

翱翔云霄。设想，若只有良好的医德而无精湛的医术或者只有高超的医术却医德败坏，都是

难成“大医”［１］。良好的医德能够营造出和谐、气正风清的医疗氛围，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

并形成双向满意的良性循环。

国外对于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尤为重视。在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医德素养是重要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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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之一。西方医学界认为：实践与体验才是医德培养的最有效途径。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进入医学院校实习前，必须先花半年时间投入到为病人擦身、

剪发等生活护理工作中，以使他们真正了解病人的需求和心情，知道如何尊重生命，以及作

为医护人员应有的态度。

美国犹他大学每月开展一次午后活动，让学生与在各种环境下工作的医师探讨伦理道

德问题，活动规模为每次５—１２名学生［２］。

然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患者与医生的比例远远超过国外，面对留学生还要克服语言障

碍，医生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专门、高频率的医德培养，因此对来华医学留学生只能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的医德培养模式。

三、志愿服务对医学留学生的影响

志愿服务是留学生从学校走向中国社会的一座桥梁，是留学生锻炼自己的一个重要阶

段，是留学生了解中国国情、社情、民情的重要方式。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进行道德教育是高

校育人的重要途径，对于留学生提升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和推动全面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对于增强留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

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医生这一职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一方面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需要高尚的医

德来支撑专业的技能，所以充分利用志愿服务这一桥梁，组织、引导留学生参加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让留学生从中受到与课堂教育同步的道德意志的磨炼，不断提高留学生的思考认知

能力与人文素养，这对医学生教育至关重要。

当前医学院校针对医学留学生的志愿服务多为利用课余时间到医院见习、健康义诊等

形式，这些临床实践性质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医学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契机。同时，大部

分志愿服务活动的对象是经济、医疗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所。

这些方式通过让留学生亲身体验、深入感知我国当下的医疗现状，使得他们对基层医疗

卫生状况、农村家庭医疗条件有所了解，增进了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且容易促使他

们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将应尽的医德义务转化为内心的医德情感，形成特有的医德良

心，进而内化为主体意识状态的医德责任。

其次，志愿服务意味着会与同学、老师之外的人有更多的接触，这提升了医学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同时，在与困难受助人群的接触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贫困状况逐渐印刻进医

学生的心里，这有助于激发医学生的同理心以及仁爱之心，对医学生的良好医德的养成具有

推动作用［３］。

四、志愿服务对医学留学生医德教育的有效性分析

作为未来的准医生，要养成养好的医德行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对于医学留

学生而言，我们要教会他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的医学知识，还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

医德修养。

１打破语言障碍，深入感知中国文化

医学留学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因尚未融入中国，对中国当前医患关系现状与

医疗情形没有形成体系的认知。他们同普通医学生一样需要临床性的志愿服务以提高他们

的专业技能，需要将他们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服务基层。但是，他们在华学习过程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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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病患几乎都是中国人，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障碍，医学留学生的志愿服务需要一

些“特殊帮助”。

首先，语言障碍这一大难题是医学留学生必须攻克的，我国的医学院校大多数都有专门

开设汉语课程以进行基础汉语的教学，但是这些教学大多都只涉及一些简单易懂的词汇，而

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是需要实践运用的，这要求各大医学院校针对这一难题将志愿服务的

内容从单一的医学实践向多元化转变。例如健康义诊、乡村支教、文艺汇演、文化体验等。

乡村支教、文艺汇演、文化体验等活动可以让医学留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汉语。乡村支教

的活动使他们将课堂上的汉语通过实际得到运用，这有利于他们深入感知中国文化。

２培养医学留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

志愿服务有利于医学留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并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进行转化和拓展。

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在信息技术这么发达，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等方式拓展知识面，了解自己

的行业。但这些医德情感远远不是通过网络媒体等现代媒体途径或教科书可以取得的，志

愿服务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行动，在真听、真做、真感受之后去思考和感悟，增强学生的同

情感和事业感，进而培养高尚的医德情感。

增加留学生进医院实习、见习的机会，用心和患者接触，保持学以致用的态度，可为日后

如何更好的处理医患关系、开展人文关怀等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３促进医学留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医学留学生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识扎实的医学人才，还需要培养有温度有情怀的医学

人才，更需要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医学人才。在“新青年下乡”活动中，医学留学生也参与

了很多送医送药送医学知识的志愿服务活动，还开展了定点的支教下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这些医学留学生既是志愿服务的具体参与者，更是其真正的受益者。

参加过“新青年下乡”的成员中，有的成员认为和小孩子接触的过程中被他们的童真感

染，感受到了善良的美，这有利于激发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热爱；还有的成员认为担任老师

这一角色使得他们更加懂得了农村发展的现状，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教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一份职业，师德是这份职业的使命，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一份职

业，医德是这份职业的灵魂。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都需要社会责任感，需要仁爱之心。所以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若是能让医学留学生在乡村支教过程中培养一定的师德，那么医德的培养

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志愿服务是医学留学生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座关键桥梁，更是医学留学生培

养医德的完美工具，各高校应当充分利用志愿服务来使医学留学生了解、感知、融入中国文

化，并不断丰富创新志愿服务的形式，培养他们“知华、友华、爱华”的情操，帮助他们培养高

尚的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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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讲好中国故事理念下的
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能力素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广磊　徐嘉璐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搭建中外友好交往、互相增

信释疑的桥梁纽带。高等院校针对来华国际学生群体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来华

国际学生的个人成长、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和学校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华国际学生群体的管理内容复

杂，管理难度较大，对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

从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的角度出发，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应该从内在素养上树

立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意识，培养文化尊重和文化反省的良好习惯，具备适度

移情能力和解释信息能力，不断学习构建对外文化传播的技能，做好中外文化交流

的使者，做好接地气的“外宣发言人”。

关键词：来华留学；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一、讲好中国故事与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根据教育部国际司的数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８年，共有来自１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９２，１８５
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３１个省（区、市）的１００４所高等院校学习。目前，我国已成为
实至名归的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

通过开展留学生教育影响精英人物，最终实现“长期的文化转型”是文化外交的重要途

径之一。美国学者国务卿威廉·本顿曾说过，“从长远看，培养外国留学生是一种最有前

景、一本万利的有效方式”。

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阵地上

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力度很大，但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却不甚

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

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战略之一，是时代命题，更是时代使命。讲好中

国故事不仅是国家对外宣传部门的事情，更是一个政府主导，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

民个人共同参与的全民事业，是一个需要从战略、思想到行动和措施各方面统筹谋划、协同

推进的系统工程。［１］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院校逐渐承担起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和促进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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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的职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需要来华留学教育作为 “试金石”来检验效果，中国的国际影响

力和国际地位需要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口碑”来反馈。富布莱特曾说：“传播我们社会的价

值观去影响其他国家的下一代，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胜过军事和外交上的作用。”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具有“外交”属性的教育服务，是服务国家外交政策的前沿阵地，来

华留学教育管理者们应该创新方式方法，提升针对来华国际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和

技能，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抵御意识形态渗透；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改善

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发挥自身价值，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在来华留学教

育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作为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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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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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度。［２］

作为承担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一线工作人员，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是面对来华国际学

生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培养来华国际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驱动者。

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理念的内在要求

有效的对外文化传播需要解决好“对谁传播”、“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等三个环环

相扣的问题，这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必须关注的着力点。国际舞台上角色的塑造

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故事最终获胜。”

１首先要关注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我国当前在对外传播中难以回避的一个现实困境是：一些外国公众总是戴着“有色眼

镜”来看待中国，“有色眼镜”的生成融合了利益矛盾、意识形态偏见、情感纠葛和思维定势

等诸多因素，很难在短期内扭转或根本改变，但可以艺术性地避开其消极影响。这需要在从

事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找准传播对象的需求点，寻求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２其次要关注传播内容的时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把对外传播任务概括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两方面

的主要内容。“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和“宣介中国发展变化”两个任务是密不可分的。来华

国际学生辅导员首先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带来华国际学生认识

中国。在选择和设计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的同时，必须还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与国际局面

来进行统筹思考。

３再次是传播手段的立体化

来华国际学生在中国求学的阶段正值青春年少，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社交需求。在当

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海量嬗变的信息、丰富多样的传播渠道使得信息变得过剩，来华国

际学生的关注度更容易因内容繁杂而被稀释。

这意味着，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需要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构建以交流共识为中心，

以社交媒体为平台，以围观视角为切入点，以学生属性为特点，以预见性传播为抓手的立体

化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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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好中国故事对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内在素养的要求

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的素质要求主要包括教师意识、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为了更好

贯彻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要树立主动的对外传播学科意识和工作研

究意识，具备必要的文化自信意识，在跨文化沟通的过程中构建适度移情的能力，培养文化

尊重和文化自省的习惯，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１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意识

文化自觉指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对属于自己的共同体所拥有的文化状况

高度认可、乐于分享和积极传播的一种心理状况和行动状况，同时也对域外文化秉持积极扬

弃、努力包容其积极因素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倾向。［３］

作为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一方面必然要确认自身本文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

确认国际学生他文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奉行文化交流、文化共处的原则，不

搞文化独尊和文化强权主义。

在实际工作中，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应注重加强对国际政治与经济、国别与区域研究和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形成适合所在高校校史校情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理念，在来华国际学生

管理的各个环节予以体现，开展体系化的对外文化传播。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学说以及优秀文化传

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特别是对自身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

文化的礼敬和自豪感。［４］

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要在自豪地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坦然地欣赏他民族文化的积

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垫情感积淀和文化认同。如果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根

基，不了解自身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很难深入体味、懂得其他国家的文化，来华国际学生辅导

员会容易在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迷失自我。

在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既要充分考虑所在高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又要充分尊重来华国际学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合理诉求，在管理中充分借鉴中

国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以传递中国核心价值为统摄，以价值认同为

旨归。

努力用传统优秀文化来阐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用中国精神来解读中国发展变化的

价值底蕴，用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话题来阐释中国文化、制度的价值优势，用“平等、合作

和共赢”的价值理念来消除偏见，赢得信赖、广交朋友。

２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要培养文化尊重和文化反省的良好习惯

文化尊重是指在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尊重不同文化的

差异，理解文化差异并与各国文化和平共处。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不断蓬勃发展使得来华

国际学生辅导员所面对学生群体的文化背景日益丰富，更需要良好的文化尊重习惯来指导

自身开展教育管理工作。

以文化尊重习惯为指导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可以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在开展文体活动的过程中，要注重尊重文化差异、包容文化个性，因势

利导，充分释放和展现学生的才华和素养；在开展知识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展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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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质，交流文化内涵，在文化尊重的基础上为获得文化理解与达成文化认同铺垫良好

基础。

文化自省主要是指在面对他文化，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注重横向的比较与纵向的

思考，进而指导自身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行。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与各国留学生的日常接

触、班会、谈心、危机干预、舆情处理等都是提升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包容度和开放度的重要

机遇。

因此，在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与校外合作单位、校内相关部门

的协同配合，组织具有高度文化共性的活动，更好的促进中外文化融合和世界文化繁荣。此

外，具有文化反省的习惯能让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的工作能力与工作艺术不断提升，进而提

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

三、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要具有适度移情能力和解释信息能力

为了做到信息上的“知己知彼”和沟通中的“量体裁衣”，必须要下一番细致的研究功

夫。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必须加强学习，努力深入到来华国际学生的原生文化语境中，了解

他们的价值立场、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学会倾听，更要适度移情，有智慧的进行信息阐释，

用沟通弥合分歧。

作为对外文化传播场景中的主导者，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面临的交际行为始终具有高

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各种随机情况，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必须坚持“求同存

异”、“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策略，选择最容易获得对方认可、认

同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充分的换位思考是具备适度移情能力的基础，有助于来华国际

学生和来华国际学生辅导员正确解读对方的言行，从而做出正确的反馈和决定，进而有效解

释信息，充分化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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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磊，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徐嘉璐，女，系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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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突发事件处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西安交通大学　张勇　张华　兰雪萍　赵婷　李瑞

摘要：随着各校留学生规模的扩大、生源国家的增多、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的差

异等等，高校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如果对发生的突发事

件处理不当，势必会影响到校园的安全稳定。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生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的案例分析，阐述国际学生的日常

管理工作对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引发各校高度重视国际学生日常管

理工作，妥善处理好突发事件，以维护好校园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突发事件；安全稳定；日常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选择来华学

习，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迅速扩大，生源国不断增多，背景也越来越复杂。截止２０１８年底，来
华留学生达４９万多人，其中学历留学生２５８万多［１］。这为我们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提

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我们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安全稳定工作是一切留学生教育工作实施的基础，而留学生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的预

防与处理又是留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的基石。如何有效预防，及时妥善处理来华留学生的各

类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保护来华留学生的生命

财产安全，维护校园环境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留管人员亟待关注的问题之一［２］。

一、留学生突发事件与日常管理的关系

留学生的突发事件一般根据发生、发展过程和性质等分为七类：自然灾害类、刑事类、治

安类、意外受伤类、精神疾患类、卫生类和重大国际类［３］。

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包罗万象、范围很广。留学生既是外国人，在管理中就要体现“外事

无小事”的原则，对他们提供多一些帮助、关心和关怀；同时，他们又是学生，在管理上就必

须与我国学生的管理趋同化，用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对

他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教育［４］。

留学生突发事件大多是不可预测的，且不随主观意志转移的，但也有不少事件可以通过

日常细致的工作来减少或者避免其发生。突发事件寓于日常管理之中，日常管理又反映在

突发事件的处理之中。

二、我校在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我校留学生人数每年都以１５％的速度在增加，２０１８年已达２８０４人
（见表一），其中学历生占７２％，医科生占４５％。他们来自１２０多个国家，但大部分来自南亚
和东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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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在留学生的日常教育与管理中，我们着重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１紧抓新生入学教育和人文关怀，塑造良好的开端

将接站、住宿、办理入学手续、带学生体检、办理居留证、入学教育和外管法宣讲等工作

制度化。每位新生一到校，就发给他们一封欢迎信。信上清楚写明办理入学手续、体检、办

理居留证的程序和入学教育的时间、地点。

我们每年都要对留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发给每位学生一本《西安交通大学

留学生手册》。入学教育主要包括：迎新大会、学校和西安市情况介绍、校纪校规学习、高年

级留学生学习生活经验介绍、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警官外管法宣讲、参观校园等。

２紧抓留学生毕业生的离校工作，给他们留下深深的思念

给每位即将毕业的留学生发一封欢送信。信上注明办理离校手续的程序和时间。如无

犯罪记录证明、离校登记表、学士服的领取、毕业照和毕业证的发放等事项。同时，还有温馨

提示：提示他们遵纪守法，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为每位留学生制作一本毕业纪念册，

将他们在校几年来的一些照片和学校对他们的美好祝愿留在上面，希望他们以后能常常回

味起在中国求学时的快乐时光。

３注重规章制度的建设与落实，做好考勤和考试工作

近年来，我们先后对《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手册》进行了３次修订，又制定和完善了《留
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和《留学生考试须知》等文件。对留学生的上课进行全面考勤，严格考

场纪律。

考试对留学生很重要，他们很看重分数。考试在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可以起到杠杆作

用。只要抓住这个杠杆，就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学

习上。因此，留学生的每门考试、每个考场除了教研室老师外，留学生办公室都有２位监考
老师。

对不按时入校注册、长期不缴纳学费、旷课和考试作弊等违纪学生给予严肃处理（见表

二）。１２年来，我们先后开除和劝退４７人，留校察看５２人，记过和严重警告１０３人（见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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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表三

４及时解决留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关心他们的宗教诉求

针对留学生基础课薄弱、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跟班难的问题，学校为他们开设了高等数

学等课程的单独授课或安排辅导课，与中国学生结成１对１学业伙伴，探索留学生学业提升
的新途径，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学业困难。

各年级还定期召开留学生班会和座谈会，及时、妥善地处理学生住宿、医疗保险、教材等

方面所反映的问题，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

同时，关心留学生的宗教诉求。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大部分都信仰穆斯林。对于他

们的信仰，一方面严格按照我国的外管法执行，不让其在校内搞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关心他们的

宗教信仰问题，与教务处协商尽量不在周五下午安排上课，让他们有时间去清真寺做礼拜。

５积极组织留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提高他们的凝聚力

每年组织留学生参加校田径运动会、排球比赛、留学生“五一”趣味运动会、汉语桥大

赛、汉语课外实践、校园之星文艺晚会、西安市城墙马拉松、参观西安附近历史文化名胜和登

山比赛等文体活动，促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加强辅导员与学生以及学生之间

的了解和融合，丰富留学生的业余生活。

特别是近两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四届“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文化节”。通过留学生的汉语

演讲、各国文化展示和文艺晚会，使留学生广泛接触中国学生，展示了留学生的风采，也使中

国学生了解到了不同地域风情和人文特色，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平台。

６做好优秀留学生的表彰工作，形成良好的学风

每年我们都按照“西安交通大学优秀留学生评选标准”，严肃认真地开展评选活动，评

选出国家奖学金奖、学校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学生干部奖和单项奖。每年获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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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在１７０人左右，占留学生总人数３０％左右。通过评优奖励活动，在留学生中形成了遵
法守纪、认真学习、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通过多年来留学生的日常教育与管理工作，我们充分体会到抓好两头（新生和毕业生）

工作、做足中间（考勤、考试和表彰）工作、及时解决留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开展丰富多彩

的课外活动，有利于做好留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三、对我校几起突发事件案例的处理与分析

处理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的原则是以保证来华留学生的生命安全及维护我国的国际声

誉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预先防范、责任到人、及时通报、迅速处理、积极配合、统一信息发

布、事后总结报告。

１２年来，我校留学生共发生意外受伤、精神疾患、酗酒打架等类突发事件２０起。我们
对每一起突发事件都做到及时、迅速处理，并且使所涉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和家长对处理结果

很满意，无一例留下不良后患。下面举例对我校几起留学生突发事件案例的处理与分析：

案例一：

２００６年７月６日晚，临床医学专业一年级留学生尼 ××突发精神病与中国学生和军训
教官发生冲突。晚８：３０，尼××突然走到正在校操场军训的我校中国学生中间，用手摸了
一位女同学的臀部，并且与军训教官发生摩擦。此事立刻引起其他教官、军训学生和在操场

旁留学生的围观和骚动。

留学生办公室值班老师得知后，立刻赶到操场，与其他留学生将尼 ××拉住。当时，他
很狂躁，其同学说他精神病发作。我们老师和他同学一边向军训教官和学生解释，一边向那

位女生和教官道歉。同时，在其同学的帮助下立刻将尼××送我校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后
转西安市精神病院，并安排其同学陪护。

办公室随即与尼××的家长取得联系。家长告诉学校他小时候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曾
发作过，同意让他回家治疗。学校给他办了休学证明。第二天病情有所好转后，经医院同

意，学校派老师将尼××送到乌鲁木齐机场，搭乘东航航班回国。
在处理这个事件中，我们的值班老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果断地将冲突双方分离，

避免因处置缓慢而陷入被动；发挥其他留学生的作用，了解情况；替学生向受害一方道歉；立

刻将学生送院治疗；及时通报学生的病态信息，得到中国学生的理解；及时与家长沟通。

案例二：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我校临床医学巴基斯坦籍留学生打群架。１日凌晨，０４级１０名留学
生与０５级、０６级的７名留学生酗酒后在西安市西大街鼓楼夜市安家饭馆因吃饭打架，致使
０５级沙××头部严重受伤，缝了９针，０５级阿××脸部受伤，缝了５针。

留学生办公室接到消息后，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工作小组，开始了解、调查

事件经过。工作小组分别召集肇事学生双方问询，先后找了１９名留学生进行谈话，了解事
件发生经过。同时，工作小组带着照片到事发现场，请饭馆的服务员指认，做旁证。

经多方了解，最后证实，这起打架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０４级留学生朱 ××、哈 ××、瓦
××和阿××。其中朱××用饭馆的凳子砸伤沙××的头部；哈××打伤阿××脸部，并且
朱××叫瓦××和阿××到鼓楼夜市帮着打架。

这起打群架事件性质非常严重，在留学生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影响很

坏。学校非常重视这起事件，为了严肃校纪校规、制止留学生中酗酒滋事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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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依照《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从严处理这起事件的当事人，给予朱 ××开
除学籍，哈××和０５级的阿××留校察看处分，瓦××和阿××记过处分，其他参与者分别
给予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

在处理这起打架事件中，我们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校纪校规为准绳；坚决、严肃地处理

带头者，教育盲从者；通过此事件教育学生要遵纪守法。

案例三：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下午２：３０左右，我国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西安震感强烈。留
学生办公室的老师第一时间赶到留学生中，组织留学生安全、有序地从教室和宿舍撤离，并

按学校的要求组织留学生在操场集合，将地震的相关信息及时告诉给留学生，积极耐心地做

留学生的心理抚慰工作。

特别是在随后的几周内，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坚持和留学生在一起，及时将学校发布的相关

信息通报给学生，减少他们对谣言的盲从，使我校留学生能够坚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无一人提

前离校回国。同时，我校留学生还组织烛光祈祷，并积极为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５万多元。
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体现出老师对留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信息及时通报对学生的重

要性，同时也体现出广大留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案例四：

２０１２年９月，以抗议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为导火索，伊
斯兰世界反美浪潮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９月２１日达到高潮。西安是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
一所大城市，我校又是西安穆斯林留学生最多的院校，有４３６人，同时也占到全校穆斯林学
生的８１％，做好我校穆斯林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

我们国际教育学院２０日接到学校指示，便立刻启动安全预案，成立安全稳定工作小组。
在既尊重学生信仰自由又保证安全的原则下，就此事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当天就做好穆斯林留学生信息统计工作，掌握每位穆斯林学生的住址和手机号码；

其次，晚上７点召开班长会议传达学校的要求，请他们协助做好穆斯林学生的工作，遵
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要参加中国人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

第三，加强２４小时值班，确保每栋留学生公寓都有辅导员值班；
第四，２１日（星期五）早８点，辅导员老师到教室告知学生学校的指示和近来西安的境

况，建议学生下午尽量不要去清真寺，而在自己房间做礼拜；

第五，充分信任学生，尊重学生的信仰。１１：３０，学院派出８位老师分别前往我校留学生
常去的三个清真寺，了解实际情况，照顾学生安全。当天，共有４１名穆斯林留学生外出前往
清真寺做礼拜，均安全返校。没有发生任何我校穆斯林留学生参与示威游行或有违安全稳

定的事情。

在此次事件中，我们体会到平时学生的信息统计工作非常重要。同时在处理中，及时通

报信息、充分信任学生、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赢得广

大穆斯林学生的配合和支持，是圆满处理此次突发事件的经验之一。

案例五：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上午１１时许，国际教育学院接到保卫处通知，一名疑似我校韩国籍留
学生于６月１９日凌晨在兴庆路兰蒂斯城小区内坠亡。接到通知后，我院留学生辅导员及相
关负责人立即前往兴庆路派出所，通过现场确认、照片指正等方式确认其坠亡人员为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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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级汉语言本科专业自费韩国籍留学生 ｘｘｘ。据了解，该生父亲已去世，母亲无业，性格
内向。警方在其房间内发现该生生前遗留日记，经过韩国学生翻译了解到该生最近遭遇了

失恋和家庭经济困难问题。

国际教育学院立即成立以常务副院长为组长的临时工作小组，并将事件情况立即上报

学校相关部门。校领导极为重视，于事件发生当天下午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以

副校长为组长的专项工作组，校长助理、国际教育学院、党校办、保卫处、信网中心、宣传部等

部门为工作组成员。

我们积极与家属和韩国驻西安总领事馆沟通，全程陪同配合家属处理后事手续。６月２２日
在殡仪馆完成遗体火化，２５日家属携骨灰返回韩国。此事件未发现任何负面舆情等异常情况。

本次事件的处理经验教训主要有３点：
１学生档案信息齐全。事件发生后，我院学生辅导员第一时间翻阅了学生档案，根据

完整详细的档案内容能够立即联系告知其在韩国的家属，同时在档案中也了解到学生的家

庭成员构成情况，为后续能够与家属顺利沟通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２多方配合工作获得家属理解。事态发生后，我院能够设身处地理解家属的悲痛心
情，并能考虑到他们身处异国的处境，主动为家属着想，与使馆及韩国同学等各方积极沟通，

预先讨论计划好后续可能需要办理的各项事宜。因此，我院的大力配合与积极沟通是获得

家属理解的重要因素。

３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留学生心理健康建设。据其辅导员与关系较好的韩国学生回忆：该生
平日内向腼腆，上进优秀，从不给老师朋友惹麻烦。然而正是该生“无异常”的个性特征，使得我

们在日常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更倾向于关注“问题学生”，疏于对“无异常”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

因此，在今后的留学生管理中，全覆盖的心理健康建设与指导将是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每处理一起突发事件都是对我们留学生管理工作者的考验和锻炼；每一起突发事件的

处理都能教育广大留学生，使我们的日常管理得到加强和改进。

近年来，随着我校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加强，突发事件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由前几年

的每年四、五起减少到２０１８年的两起。对突发事件的果断、有效处置，促进了我校留学生的
安全稳定工作和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　《多举措，全面提升来华医学留学生培养质量》张岫美、李国霞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医学教育
分会２０１９年来华医学留学生教育学术年会论文汇编２０１９．

［２］　《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处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徐乾，《中国科教创新导
刊》２０１１年第２８期．

［３］　《北京市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手册》，北京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会编，２０１０年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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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助理、招办主任；兰雪萍，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助理、留学

生教育与管理办公室主任；赵婷，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办公室辅导

员；李瑞，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办公室辅导员。）

６８



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近十年回顾
———基于 ＣＮＫＩ（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统计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司甫

摘要：基于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本文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
关于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

该领域的发文量呈动态上升趋势，受国家政策影响，２０１７年之后增长明显；
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机构主要是高校，但高校之间交流合作较少，载文期刊

水平参差不齐；研究热点主要聚集思想教育概况、研究对象、思想教育理论探索等，

并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相连。

在分析与梳理的基础上，建议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未来要向基础理论

研究、中外研究对比、创新育人内容途径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研究现状；ＣＮＫＩ

一、引言

２０１０年９月，教育部发布《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
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５０万人次的目标［１］。据教育部门统计，２０１８年在我国大陆高
校学习的国际学生总人数为４９２２万人［２］，２０１９年５０万人次目标提前完成。

为适应新时代来华国际学生规模的迅速增长，加强对国际学生的管理和培养，特别是认

清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加快中国教育国际化发

展进程，推动中国的国际学生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推动中国成为国际学生学生教育的大国

和强国的必然要求［３］。

本文以ＣＮＫＩ学术总库（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关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宏观把握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以期客观反映当前

研究整体概况并为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二、样本选择

打开ＣＮＫＩ学术文献总库，输入主题“留学生”、“来华留学生”、“国际学生”分别三次并含
“思想教育”进行高级检索，且对每篇文献进行诸篇查阅，以确保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共检索

出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０年７月近十年间２２８篇文章。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从中剔出“海外
留学”、“公派留学”、“中外合作办学”等一系列与本研究无关文献，得到有效样本７５篇。

三、结果与分析

１文献年度走势

对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能够从数量上反应本研究领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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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预测未来的发展势。通过统计，得出表１和图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７月ＣＮＫＩ收录的有关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文献数量统计表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７ 总计

数量（篇） ２ ０ ３ ８ ５ １１ ４ １２ ６ １４ １０ ７５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ＣＮＫＩ收录的有关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文献趋势图

结合表１和图１可以看出，近１０年来，有关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
趋势。２０１３年开始，关于国际学生的思想教育研究增长较快。这表明，１０年来，国内对来华
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情况呈上升趋势。在２０１３年之后，上升趋势增强，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增长趋势更加明显。

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作者认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呈现此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

一是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出台《留学中国计划》文件，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是国
际学生招收培养的指导性文件，相比前２０年的国际学生培养有了更加科学的发展规划。伴
随着来华留学规模和人数的不断扩大，学界对如何加强国际学生的思想教育研究愈发关注

和重视，相关文献也不断涌现。

二是２０１７年３月教育部等三部委下发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５］等文件相继出台，对
国际学生的招收、管理、培养提出了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的规定，为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指明

了方向，随之文献研究内容更加具体全面，数量也逐年增加。

２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发现，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机构主要是高校，发文量排名前列

的高校依次为佳木斯大学（１１篇），海南医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３篇），华侨大学、南京工
业职业学院、昆明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浙江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广西医科大学（２篇）。

总体来说，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和来华国际学生的专业分布存在一定联系，即国际学

生较多选择医学类、理工类等专业，而与此类专业相关的高校的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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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了其他高校前列。

佳木斯大学王春刚老师团队２０１２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来华留
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可以说在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贡献。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大高校虽然开展了积极研究，但绝大部分是“单打独斗”，研究机构

和研究团队间合作不多。

３期刊来源分布

当前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载文量位于前列的期刊依次是《智库时代》、《教育现代化》

４篇、《产业与科技论坛》、《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语文学刊》３篇。将期刊分类，可以发
现主要集中在社科类中的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专题，尽管《教育现代化》和《产

业与科技论坛》属于经济管理科学大类，但相关文献内容仍仅涉及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理

论探索，并没从跨学科角度开展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近十年间，作者共检索７５篇相关文献，发表于核心期刊数量为６篇，所占
比为８％。这一数字表明，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该领域，但相关研究还较为浅显，文献
含金量有待提高。

４研究热点统计

关键词通常是从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中选出的、能表达文献主题概念和基本学术思想

的自然语言词汇。虽然目前关键词的标引不够规范，但依然是反映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

结果的一种重要的可视化表现形式。

通过对大量学术论文的关键词集合进行统计，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特征、研究内容

的内在联系和研究发展趋势［６］。本文利用 ＣＮＫＩ自带的关键词共线网络功能，将出现频次
设置为２，得出表２。

表２　关键词分布一览表

关键词 个数 关键词 个数 关键词 个数

思想教育 ３６ 教育方式 ６ 道德教育 ３

思想政治教育 ２９ 教育管理 ６ 德育 ３

留学生管理 ２６ 中国学生 ６ 教育队伍 ３

留学生群体 ２３ 法制教育 ５ 教育对象 ３

外国留学生 １８ 教育国际化 ５ 教育过程 ３

留学生教育 １４ 中华优秀传统 ５ 来华留学生教育 ３

国际学生 １０ 道德行为 ４ 人文关怀 ３

学生辅导员 １０ 教育目标 ４ 外国学生 ３

学生思想教育 ９ 留学生规模 ４ 校园活动 ３

教育内容 ８ 趋同管理 ４ 校园气氛 ３

来华留学 ７ 思想道德教育 ４ 新时代 ３

留学生数量 ７ 文化适应 ４ 学习过程 ３

思想道德 ７ 校园文化 ４ 政治教育学科 ３

思政教育 ７ 爱国主义教育 ３ 中国故事 ３

专职辅导员 ３

９８



根据表２，关键词出现个数出现超过１０的分别是：思想教育３６次、思想政治教育２９次、
留学生管理２６次、留学生群体２３次、外国留学生１８次、留学生教育１４次、国际学生１０次、
学生辅导员１０次。为方便研究，作者将４３个频次出现大于２的关键词进行分类整合，得出
表３。

表３　关键词组分布一览表

关键词组 关键词 个数 总计 关键词组 关键词 个数 总计

思想教育概况

研究对象

思想教育

理论探索

思想教育 ３６

思想政治教育 ２９

学生思想教育 ９

思想道德 ７

思政教育 ７

思想道德教育 ４

道德教育 ３

德育 ３

留学生群体 ２３

外国留学生 １８

国际学生 １０

外国学生 ３

留学生管理 ２６

教育内容 ８

教育方式 ６

教育管理 ６

道德行为 ４

教育目标 ４

教育过程 ３

教育国际化 ５

政治教育学科 ３

９８

５４

６５

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

思想教育

途径

留学生教育 １４

学生辅导员 １０

来华留学 ７

留学生数量 ７

留学生规模 ４

教育队伍 ３

教育对象 ３

来华留学生教育 ３

专职辅导员 ３

中国学生 ６

法制教育 ５

中华优秀传统 ５

趋同管理 ４

文化适应 ４

校园文化 ４

爱国主义教育 ３

人文关怀 ３

校园活动 ３

校园气氛 ３

新时代 ３

学习过程 ３

中国故事 ３

５４

４９

由此可见，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热点主要为思想教育概况、研究对象、思想教育理论

探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教育途径等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

的研究存在名称界定杂乱不一的现象。

例如，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名称都包含对国际学生进行思想引导

教育的含义，各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解采用不同命名，易造成文献阅读混淆，希望上级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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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可以出台文件统一相关基本概念。

又如，２０１７年的教育部等三部委下发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中，首次
使用国际学生代替留学生，但是本文发现国际学生和留学生依然大量共同存在，作者以为今

后研究者应贯彻使用“国际学生”这一定义，既能统一于国家教育政策又符合“提质增效、趋

同化管理”的来华留学大趋势。

５关键词演进历程分析

借助ＣＮＫＩ自带的关键词共线网络中年份分析功能，可以窥探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中前沿演进历程，准确把握不同时段内该领域的研究侧重点［７］。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关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对国
际学生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途径策略、具体内容４方面的研究。２０１７年之后特
别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４２号令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新技术媒
体的应用，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热点集中在跨学科合作研究，国际学生辅导员建设，新媒

体、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发展等方面。

从关键词演进历程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相

连，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四、研究展望

近十年来，我国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虽取得巨大进步，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要推

动该领域研究走向深处，更好的服务于国际学生教育培养和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未来需要朝

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１深化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

可视化分析表明，当前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还多集中对必要性、问题现状、策略途径

等宏观方面，内容冗杂，千篇一律，含金量低，而改变这一现象的最基本途径就是加强该领域

的基础理论研究。但目前关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匮乏，只有王春刚等少数学

者涉及，文献资料匮乏。

因此，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未来必须要朝着明确思想教育、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等

基本概念、范畴类目，厘清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注重该领域

跨学科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方法论研究等方向努力，着实推进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基础

理论研究的深度发展。

２重视国际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培养的中外对比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要汲取西方高校针对国际学生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不断完

善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体系与管理机制［８］。但当前我国学者针对中西方关于国际学生

思想教育或管理培养的对比研究相对缺乏。研究者应积极分析比较中外高校在国际学生思

想教育方式的异同和特点，了解学习国外高校在国际学生教育教学、心理建设、文体活动、社

团组织、危机事件处理等方面的经验和管理方式。

３创新新时代下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研究主要落脚点在提高国际学生综合素质，增强“爱华友华”情怀，

所以一定要结合时代发展，加强来华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创新研究、载体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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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认为应要求国际学生教育者要对思想教育中通常所包含的各项育人思想进

行现代意义的挖掘和阐释，吃透弄懂。

其次，要积极探索如何将比赛活动、新媒体等丰富的教学手段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提高

吸引力，在潜移默化和有序指导下完成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留学中国计划》的通知［Ａ］２０１０－０９－２１．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８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

＿ｘｗｆｂ／ｇｚｄｔ＿ｇｚｄｔ／ｓ５９８７／２０１９０４／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２＿３７７６９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０４－１２．
［３］　何正英趋同管理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问题及对策［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８

（１４）：７８－７９＋８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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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

生管理办法（令第４２号）［Ｒ］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

［Ｒ］２０１８．
［６］　严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ＣＳＳＣＩ数据［Ｊ］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２３３－２３７．
［７］　平凡，陈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透析———基于ＣＮＫＩ中 ＣＳＳＣＩ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Ｊ］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２０（０２）：７４－７６．
［８］　王学风中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比较及启示［Ｊ］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０９（１３）：２５－３０．

（作者司甫，系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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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来华孔子学院学生管理新模式的探索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朱晓玲

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其国际影响以及背后悠久深厚的中国文

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而《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颁发与“留学中国计划”的实施，更加快了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在这些留学生中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孔子学院学生，他们通过自愿申请
并通过国家汉办组织的考核，来到中国有资质收取培养孔子学院学生的高校学习

汉语，他们作为汉语言的学习者与传播者，为汉语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推

动力。

但对于这些学生的在华管理却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做好这部分留学生的教

育管理工作，不断探索适合这一群体的留学生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有资质的高等院

校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

关键词：来华留学；孔子学院学生；管理模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

成为一种潮流，“汉语热”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国家号召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

上发挥其光芒，孔子学院则承担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５００多所孔子学院，足迹遍布１３４个国家和地区，共
有１９０万学员。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孔子学院如同一张靓丽的名片，得到了快速发
展，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典范。

来华孔子学院学生一般情况下都是孔子学院奖学金获得者，有的是世界各国孔子学院

学员，有的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也有的是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他们通过申请或者推荐，按

照相关流程，遵循择优录取原则，来到中国境内的有资质能够接收此类学生的高等院校全面

学习汉语。

学习的主要类别包括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一学年研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汉
语国际教育本科、一学年研修生、一学期研修生、四周研修生。此类学生在国内高等院校学

习汉语言文化，能够更系统的掌握汉语言，了解中华文化。

一、树立跨文化管理理念，加强管理的沟通协调

文化差异是所有孔子学院学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著名的文化大师霍夫斯坦明确了文

化的具体内涵：在同一环境中，社会成员所具备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其中文化的前提条件就

是同一环境中，因此霍夫斯坦根据环境的不同，将民族文化分为６８个类型。［１］海外孔子学院
３９



分布在世界各地，受到学员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教育和民族背景的影响，文化差异性更加

充分彰显。

马拉阿德尔曼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跨文化交流，他总结了不同文化有一个相适应

的过程：首先，蜜月期。不同文化在交织的初期通常会实现有效的交融，原因在于学员对未

知文化充满好奇，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到未知文化，只为良好的学习心理状态。其次，

休克时期。随着学习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越来越明显，此时就会产生一种

抵触、担忧的心理，甚至会阻碍正常的文化交流。

针对孔子学院学员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差异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一是语言、思维方

式差异。文化具有内涵性，能够通过语言进行表达，语言使用、语言理解过程中存在着差异，

会影响到文化的传播。当语言问题解决之后，就面临着思维方式的差异，此方面的差异会影

响到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和应用。

二是生活方面的差异，稳定性和不易改变性是各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孔子学院的学生

深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当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生

活会历经巨大的变化。

三是心理和行为差异。通过上述学习、生活变化之后，学生心理状态也会随之而变化，

从而影响到行为方式。

因此孔子学院的学生把异域特色文化带到了中国，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校园文化，不同

的文化相互融合和碰撞，基本上都要历经文化冲突的过程，甚至某些学生会产生文化休克。

只有进行积极的文化及心理沟通，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针对孔子学院学生的具体情

况，建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制度、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人员，在学生学习的早期就介入心理指

导，防范因为上述两种现象所引发的心理危机。

孔子学院的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再加上他们远渡重

洋，一个陌生的异国文化环境，心理上难免会存在焦虑，更需要开展有效的心理疏导。

管理人员要积极的观察、了解、询问孔子学院学生生活和学习状况，了解他们的思想动

向、情绪波动，把克服异质文化冲突作为学校管理的重点内容，探索出全新的跨文化管理模

式，让来华孔子学院学生能够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健康成长。

二、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

对来华孔子学院学生进行管理，可以采取刚性和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在法治和制度管理方面，要体现出刚性管理。也就是说，以规章制度作为管理的

核心内容，借助于成文的规章制度、组织职权，通过外界的约束力对于管理对象进行管理，管

理的手段有制度制约、奖惩、监督等。［２］

刚性管理的核心就是制度，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严格的落实制度，能够提高管理工

作的有效性，学校对孔子学院学生便能够进行有效地约束，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

但是，任何规章制度均存在着不足，刚性管理的不足在于条款僵化、死板，容易激化矛

盾，不利于管理者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对于孔子学院学生来说，只能被动的接受规章

制度、消极的面对管理，会降低学生的自律和自控能力，影响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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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克服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可以配合柔性管理。相对于刚性管理，柔性管理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管理方式，是

建立在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能够从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种潜在说服力，是一种以

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组织意志通过柔性管理，能够转化为个体的一种自觉行为。［３］

对孔子学院学生的柔性管理指的是除了刚性管理之外，根据孔子学院学生的具体情况，

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模式，能够体现出个体差异，能够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柔性管理模式能

够让孔子学院学生内心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能够自觉的约束自身的行为。

孔子学院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生活均存在着各种差异，很难按照预先设置的规

则对他们进行统一管理。虽然孔子学院事先制定了一系列的精细化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

功能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因为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可变因素、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孔

子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具有特殊性，很难实现管理质量的提升，也很难实现目标管理。

因此，只有承认学生之间的个体性差异，满足学员的高层次需求，才能够因材施教，实施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个体差异存在是客观的，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征，因此不能够套

用一个规章制度对所有的学生进行统一化管理，通过柔性管理，能够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

控自律的能力，并且把能力转化为一种习惯，加强对日常生活中自身行为的约束，解决管理

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最后，刚柔并济。刚性和柔性只有实现有效结合，才能够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刚性制度

是高等院校管理的支撑，能够起到强有力的约束作用，离开了刚性制度，学校管理就会陷入

混乱状态。

柔性文化是高校管理的有效引导，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就，柔性管理和刚性管

理互为补充，在刚性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柔性管理，能够实现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升华，能够提

高刚性管理的有效性。

孔子学院学生应该实现柔性和刚性管理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刚性制度加强对学生外部

力量管理，通过柔性管理，借助于文化和服务调动学生的内在主动性，刚柔并进或许才是更

有效的管理模式。

三、提高来华孔子学院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能力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分别是管理和服务的最高境界，对于来华孔子学院学生的管理关键

在于要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可以通过留学生学生会，赋予学生会的一定权限，使孔子学

院学生在各类活动中自己管理自己。也可以和相关的校内社团进行合作，学生参与到机构

管理中，针对学生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共同磋商。

学院应该对学生会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为学生会干部提供各种培训的机会，积极聆

听各种反馈意见，了解学生动态，制定出切实有效管理措施，保障学校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开展自治，能够提高学生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能力，能够让更多

的学生实现跨文化交流，同时能够减轻学校职能部门的压力。

自我服务能力是个体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培养孔子学院学生自我服务的能力，能够让

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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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管理的常态。国内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能参与到学校管理的各个环

节，从新生报到开始，一直到校园的各种活动，都有学生参与的身影。

学生参与到管理之中，能够提高管理和服务的质量，还能够促进学生间的沟通和交流，

提高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

鼓励来华孔子学院学生积极参与《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以我校为例，所有的孔院学生

均可参加此门课程的学习，借此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并且通过学校的活动，参与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亲身体验特色文化，比如茶艺、厨艺、书法、武术等等，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同时，学校应该定期举办各种传统文化活动，鼓励留学生、中国学生共同参与，在参与的

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既能够调动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又能够让外国学生深入

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感受到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更加深入

地了解中国文化，提高自我适应力。

四、提高管理者自身素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孔子学院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国，因此服务要实现和国际接轨，为学生提供的不是保姆式

服务，而是一种现代化服务，具有职业化特征。在服务的过程中，要强调人文关怀，建立起以

人为本的服务和管理模式。

孔子学院管理人员除了是管理者之外，还是教育者。他们工作在一线，和孔子学院学生

实现深度接触，要积极主动的了解学生的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然后采取个性化的管

理措施，提高其为孔子学院学生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同时要积极主动地和学生进行沟通，了

解学生需求，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

不同国度的社会成员在文化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文化心理具有普遍性、固定

性、不变性的特征，是一个民族群体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民族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４］任

何一个民族自身性格在形成中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够自卑自傲，

只有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才能够形成一种包容的心态，才能够友好相处。

此外，孔子学院学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内学习和生活，难免会

发生文化心理方面的变化。这些学生除了要克服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适应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心理，要克服文化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不同的个体在接受异质文化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因此应该对个体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

析，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才能够解决文化接受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与孔子学院学生沟通和交流过程，要把握时机。一般情况下，在来华初期可以为学生介

绍一些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指南、安全事项等等，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入学之后，可

以让外国学生学习我国外国人居留制度、规章制度、管理手册等等，能够起到防微杜渐的

作用。

日常管理中，学校的管理者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主动地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解决他

们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困难，鼓励他们参加一些感兴趣的活动。鼓励外国学生积极主

动地和中国学生交朋友，体验生活，更好的融入到新生活中。

在交流沟通形式和方式方面，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和来华孔子学院学生沟通，除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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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平行沟通之外，还要采取多种沟通方式，拓宽沟通渠道。比如，任课教师可以利用课堂谈

话活动、写作文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搜集各种学生思想动态信息，为学生提供针对

性的服务。

留管干部是解决留学生具体问题的工作人员，要及时的和任课教师沟通，了解学生在课

堂上、学习中的表现，实现信息的多向传递，提高沟通效率、沟通灵活性。宿舍管理人员和孔

子学院学生接触也比较多，可以利用这一途径了解留学生的生活状况。留管干部需要积极

主动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拓宽沟通渠道，采取多种沟通方式，提升对孔子学院学生的管理

效果。

来华孔子学院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传播，同时在

科技进步、政治经济等方面均能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因此提高对来华孔子学院学生的管

理能力，更好的为孔子学院学生提供服务，能够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能够实

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１］　石亚妮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Ｊ］．新西部，２０１３（２０）：２０１．

［２］　郝广新高校大学生柔性管理研究 ［Ｄ］．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５．

［３］　李佳妮浅析孔子学院———从不是文化侵略谈起［Ｊ］．语文学刊，２００９（１０）：１６９－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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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王英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２１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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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郑其绪柔性管理［Ｍ］石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９］　马勒茨克著，潘亚玲译：跨文化交流 ［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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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无国界，四海一家亲
———北京化工大学来华留学生抗疫故事

北京化工大学　于跃　阮吕娜　尹雪娇　关冠童　刘广青　李齐方

众志成城，凝聚同心　　　　

“Ｃｏｍｅｏｎ，Ｗｕｈａｎ！Ｃｏｍｅｏｎ，Ｃｈｉｎａ！（加油武汉！加油中国！）”“Ｉｗｉｌｌ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ｙｏｕ！
（我们在一起！）”，这是今年２月初，北京化工大学２１名来华留学生在祝福视频中喊出的响
亮口号。他们从世界各国发来情真意切的祝福，流淌着他们对中国深深的热爱与支持。这

则祝福视频新闻被选登后，将我们培养知华友华留学生的正能量传递得更远更广。

２月１９日，又有来自２２个国家的５５名来华留学生发来文字祝福：“虽然我们看起来不
同，但我们的心在一起！”、“隔离的是病毒，凝聚的是同心！”他们的话语情深意切，充分表达

了来华留学生热爱中国、感恩母校的真挚情感，也充分地体现了在灾难面前四海一家，与子

同袍的坚定信念。

每当收到他们发来的祝福，满满感动之余，我们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

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来自赤道几内亚的马里奥，创作了自弹自唱歌曲《加油》，歌词中

充满力量，“现在只是暂时的黑暗，不管代价是什么，你一定会成功！中国加油！武汉

加油！”

他说“不能去一线做志愿者，不能从国外弄来口罩，但真的想为我热爱的中国做点什

么。所以我用音乐来表达对中国深深的爱，和对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尊敬与佩服”。疫情期

间，马里奥没有离开北京，在租住的小居室里，创作音乐，静心地享受独处的生活。

爱心无界，四海情深　　　　

留校的来华留学生们深受中国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奉献精神的感动，纷纷自告

奋勇加入到校内防疫志愿者队伍之中。来自牙买加的留学生比尼尔，他每天协助宿舍管理

老师为同学们进行体温测量。他说：“我虽然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哪怕是很小的事

情，能尽自己所能为抗击疫情做出一些贡献，我感觉无比的光荣”。

前段时间，比尼尔的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在斟酌良久后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中国。他

说：“武汉人民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令我感动。现在移动可能造成病毒的传播，我不能那么

自私，我相信父亲会理解并支持我的”。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比尼尔又继续积极地参与到

校内防疫志愿者工作中。

疫情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北京化工大学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境况。寒假回到生源国

的埃及留学生马伊，每天都坚持在网上查看新冠疫情的数据，她早已把中国当作了自己的第

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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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留学生由于疫情而产生紧张情绪，帮助他们疏解心理问题，学校组织了健康

“宅”家的线上活动。活泼外向的马伊主动报名担任群主，她每天在负责的微信群里分享自

己烹饪的美食照片和做法，图片所配的文字更是充满了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正能量。在特殊

时期，马伊正是用这种普通而又特殊的方式缓解同学们的精神压力，陪伴大家度过这段难熬

的居家学习时光。

砥砺奋进，笃定前行　　　　

疫情期间，我校开展“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活动。对身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而言，上课

方式改变了，但他们的学习热情依旧。虽然存在网络不稳定、时差等诸多挑战，但他们克服

困难、努力坚持学习。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他们根据网课时间，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还特别定制了疫情期间的专属课表。与中

国有５个小时时差的沙特留学生穆奇，每天给自己定闹钟，坚持上课。有时候甚至是半夜、
凌晨，哪怕身体有些吃不消，也依然坚持准时坐在电脑前参加网课，因为不想错过每一次和

老师同学们互动的机会。

印尼博士留学生艾拉尔始终和导师保持联系，继续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经常与导师讨

论到后半夜。虽然无法回到学校进行实验，他仍然坚持查阅文献、整理思路和积累科研方

法。他说：“我希望疫情早一些结束，能够回到实验室继续自己的课题研究，将来用科技的

力量让世界变的更加美好”。

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对各国优秀青年
来华深造表示欢迎，鼓励他们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

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我校各国来华留学生对习主席的回信内容进行了热议，并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在第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纷纷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感言和感想。

巴基斯坦博士留学生亚辛说：“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真切地感受到习总书

记对各国留学生的关心、爱护与期望。此次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举措和成

绩值得全世界各国人民借鉴和学习，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加纳留学生马武思说：“疫情爆发之后，学校对我们生命的安全高度重视，让留学生们

感觉到很安全。”

孟加拉国留学生徐鹏说：“感谢中国人民像家人一样对待我们。我一定会铭记这份亲

情，将来努力成为两国交流的使者与桥梁。”

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并对之产生了热爱和归

属感，愿意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患难与共。

作为留学生管理教师，一定要坚守初心，务实创新，与世界各国青年携手，为促进民心相

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疫情无国界，四海共命运。相信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一定会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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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经刊用，本刊将寄赠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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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学会科研课题成果要求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课题管理规定》的第三章第十

三条“科研课题成果要求”中明确规定：

１．重点课题要在ＣＳＳＣＩ期刊上发表文章一篇；或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本
学会会刊上各发表文章一篇。

２．一般课题要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一篇。
３．自筹经费课题至少要在本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一篇，或在全国性的学术年

会会议宣讲文章一篇。

４．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发表的文章需报送本学会会刊主编，以供会刊选用
转发。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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