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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
冲突表现及应对策略

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张群芳

广西作为中国的南疆，因其与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风俗、气候等方面的接近而使其与

东盟的教育合作交流走在全国前列，区内２５所院校招收有东盟国家留学生。每年互派留学
生、汉语推广、人才培训等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万人。广西已成为东盟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首

选目的地之一，也成为全国东盟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

然而随着东盟国家留学生来华人数的增多，留学生们的跨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也日益

突出。

本文仅以广西的东盟留学生为例，探索他们在中国遭遇的跨文化冲突及其应对策略。

一、东盟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

东盟来华留学生来中国留学期间，会遭遇到各种挑战。其中最根本的莫过于陌生的环

境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所造成的压力。来到异国他乡的学生们听到的是自己不熟悉的语

言，看到的是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生活方式…… 这些挑战难免使他们遭受挫折，但同时也为

他们学习新的观念和超越自我创造了机遇。

目前国内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冲突及适应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建构和宏观论述方

面，微观和实证研究不足。笔者试图从微观和实证的角度对东盟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冲突及

应对策略进行研究。

笔者在２０１４年向广西四所学校的东盟留学生发放了５００份问卷调查（广西民族大学
２００份、广西大学１００份、广西师范大学１００份、广西华侨学校１００份，收回５００份，其中有效
问卷４０４份）。统计结果表明：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
下表）：

　　　　　　内容

人次、百分比　　　　
语言障碍 饮食问题 住宿问题

４０４人 ２０６人 １９０人 ８５人

１００％ ５０９９％ ４７０３％ ２００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盟国家留学生来华后所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

题有三：

１语言沟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课堂学习中听不懂老师的授课内容。东盟来华留学
生主要分为三大块；短期语言培训生（一到两年不等）；高校合作交换生（一般为一年）；专业

生（攻读不同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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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语言培训生的汉语水平多为零起点，课堂教学从零开始，开始一两个月的学习比较

困难，两三个月后进步明显，基本能用日常简单用语进行交流沟通。这些留学生在课堂上与

老师的交流沟通不存在明显的障碍———因为沟通的内容比较简单。

交换生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国籍来说主要是泰国、越南、老挝、印尼等国的留学生。交换

生一般在国内学了一两年汉语，有一定的汉语基础，来中国后所学课程各不相同，有语言技

能课，更多的则是知识文化课，特别是泰国留学生，学的课程偏重知识文化课型，老师的教学

和学生的学习都存在不少困难，学生的语言沟通障碍感比语言培训生要强烈———原因在于

沟通的内容较有深度。

专业生来华学习专业前已学习了一定时间的汉语，并且要进行 ＨＳＫ汉语水平考级，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水平。专业生在学习专业之前还要学习一年时间的汉语，其学习的主

要内容都偏重于日常交际用语，与他们将要用汉语学习的专业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学

生一旦进入用汉语授课的专业学习，绝大多数同学都表示听不懂老师的讲课。例如，在笔者

对１５０名专业生所做的调查中，有１４８人表述了这一困难。
２饮食问题。对东盟来华留学生而言，他们所体验到的跨文化冲突往往是现实问题，

比如吃的东西。在笔者所做的调查中，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表达了对中国菜的不习惯，其中最

大不满是“中国菜太油腻”，导致他们一吃就拉肚子。

３住宿问题。在广西，留学生住宿一般都是集中在留学生公寓楼，各个学校公寓楼条
件不一，有不少的学生表达了对住宿条件的不满意，主要理由是宿舍脏，人多吵闹等。

二、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策略

尽管东盟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中会有着个性的适应性差异，但他们仍有其共同的

跨文化体验，面临共同的挑战。例如，多数留学生认为：许多在自己国家、社会中行之有效的

行为方式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被认为是异常的。

另外，识别言语和非言语符号，解释其潜在的、隐蔽的假设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困难。正

如Ｓｃｈｅｔｚ指出的那样：“对外来者来说，刚接触到的文化模式不是避风港而是冒险区；不是
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充满疑问的研究主题；不是厘清充满疑问的情况的工具，而是有问题的

情况本身。而且这个文化模式对他们来说很难掌握”［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体的跨文化经历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的生存危机的体验。他们

要在陌生的环境中与接踵而来的难以应付感和挫折感作斗争，被迫对他们生活活动的习惯

方式作出调整。有因为狂躁、失眠和其他心理负担导致的心理失衡；有由于离开自己所熟悉

的环境引起的失落感；也有不能应对陌生环境而引起的无能为力感…… 有的跨文化适应理

论家称之为“文化休克”。

对于东盟来华留学生来说，他们来到中国后，所面临的文化上的冲突往往是具体可感

的。如笔者所做的调查一样，这些外在的文化冲突往往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

从生态学上来说，适应是指生命有机体对环境做出调适的过程，是人和环境达到最佳匹

配的平衡状态的结果。当个体面临新的环境或担任新角色时，个体与外在的环境或人就处

于不平衡的状态，这会促使他寻求新的平衡［２］。

从跨文化角度来说，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期间当个体到了一个新的不熟悉

的或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与之建立或重建、保持相对稳定的、互应互惠的关系”［３］。

文化为个体在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单一的、有条理的结构，同时也限制个体思

考和行动的方式。文化认同是一个人存在的基本象征，也是个人基本经验的象征，它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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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内共有的世界观，价值体系、态度和信仰。

跨文化适应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外来者不得不面对两种文化认同，即自己原来文化认同

和对当地的文化认同。个体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适应策略主要有四种：

一是同化（主要认同当地的文化）；二是融合（对自己国家和所居地文化都高度认同）；

三是分离（主要认同自己国家的文化），四是边缘化（对两者都不太认同）［４］。

东盟来华留学生面对上述那些跨文化冲突，基于各自不同的的文化背景和个性特点，有

诸多不同的表现。

首先来看语言障碍的问题。东盟来华留学生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就是语言障碍。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不只是中性代码

和语法规则问题，人们在遣词造句、发出口头或书面信息时，也是在做出有关文化的选

择”［５］。

我们都知道语言能帮助我们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进行沟通，但有时也很少认识到，文

化认知对于理解所运用的语言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选用一种语言却不了解它的文化

内涵，那么可能沟通不畅，甚至可能传递完全错误的信息。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我对第一个看到的中国同学说‘你好！我爱你！’他真的

惊讶了，以后说了些什么，但是那时候我一个词都不懂。（印尼来华留学学生）

在中国，每个人见面打招呼都说‘哎，你好！吃饭了吗？’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

应该问‘吃饭了吗’？（柬埔寨来来华留学生）

上面的例子说明，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沟通困难重重。即使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也可能曲解其中的文化信息，导致沟通中的困惑和误解。在某些

情境中，比如在课堂上，有可能是学生的汉语水平不高，有可能是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也有

可能是专业课术语太多等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他们不同

的语调风格和传递的不同文化信号。

所以笔者常常听到学生抱怨说上课听不懂老师说的。他们说汉语很难学，汉字很难记。

可是真的只是这样吗？以笔者所教的中国文学为例，一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要学生理解

字面意思并不难，可是即使学生完全明白所写的意象。但如果不清楚这些意象如“杨柳、残

月”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又怎么能说理解了这句诗了呢？

那么留学生碰到这些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时，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有的会努力多学

生词，记背生词，学得很辛苦，但认同汉语，对汉语感兴趣；有的则得过且过。据笔者调查，短

期语言培训生老挝、柬埔寨的学生旷课比较严重，越南学生相对好一点儿；专业生旷课现象

也不容乐观，他们对汉语不太感兴趣，把自己限制在自己国家的一群同学中，与当地的文化

分离开来。

其次是饮食问题。东盟来华留学生来到中国后，常常不适应中国的饮食，包括越南、老

挝、泰国、柬埔寨等国的留学生都觉得中国菜不合他们的口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觉

得油放得太多了。一个来中国已经半年的泰国学生这样写道：

“现在我还没（不）习惯（中国）饮食。我自己想（认为）中国的饭菜很（油）腻，每个菜

（都）放很多油。我问厨师‘为什每个菜（都）有很多油’？，他回答我‘放很多油让菜很好

吃’。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个菜（都）放很多油”。

虽然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却是他们之前从未接触到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菜对于中国人

来说是美味佳肴，对外来者来说则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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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的菜系是一种受东西方影响较重的菜系。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长期受法国、荷

兰、西班牙等国的文化影响。又由于华人的大量聚居，受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所以形

成了汇合集东西方文化和当地习俗融为一体的独具魅力的东南亚饮食文化。

虽然东盟国家饮食各有不同，但像越南、老挝、泰国等国的菜系有一个共同点，即做菜时

油放得不多，不像中国菜重油重料。以越南菜为例，最重清爽、原味，只放少许香料，以蒸煮、

烧烤、熬闷、凉拌为主，热油锅炒者较少。

所以在笔者的调查中，不习惯中国饮食的学生人数竟也将近达到一半，当问到他们是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时，答案几乎一致：自己做。

第三是住宿问题。东盟国家例如越南、泰国等国的学校面积不大，很多大学生都是回家

住宿或者在外面租房住。中国的大学实施统一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学生一般都是集中住

在学生公寓里。

为了便于管理，中国大学常常把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分离开来，留学生有专门的留学公寓

楼，住宿条件一般都比国内学生好。各国学生对住宿不满意的原因有差别。如越南学生，他

们当中很多人以前在自己国家没有住过宿舍，来到中国以后，住在宿舍里，感觉很不习惯。

“我们在国内都是住家里，没有住过宿舍，没有集体生活的经验，习惯想干什么就干什

么，所以有时会影响到别人。我的几个舍友她们上学期每天都聊天到二三点才睡觉，有时别

人要睡觉了，她们还大声说话，我提醒了两三次了，只能忍。结果上课时经常觉得困”。（越

南来华留学生）

“最影响我学习的事情是宿舍问题。在宿舍里面他们常常开（晚）会，他们熬夜，大声说

话，一起喝酒，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有一次，第二天要考试，隔壁房间里过生日，我们去提醒，

但没有用”。（越南来华留学生）

泰国学生却另有原因。在泰国，室内是非常整洁的，即使是一些公共空间，例如厕所也

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对住宿的不满主要觉得宿舍条件不如意，一位泰国学生是这样描述他们

第一天到达中国，看见宿舍的感受：

“到宿舍时，很多朋友看到宿舍就哭了。他们说宿舍很脏，床很窄，而且楼梯很危险

……最大的问题就是厕所，泰国的厕所比较干净……”

另一位泰国学生写道：

“第一次看见宿舍很震惊，宿舍里面很脏，床不可以用。墙壁有很多霉菌，浴室和洗手

间不干净……”

文化既是一个群体共享的，也是后天习得的。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说，人们的意识和知

识是社会的建构，意义是通过社会互动来共享的，文化图式是通过群体共享的经验而发展

的，人们内化这些经验来创造意义，理解周围的世界［６］。

当外来者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中，因为知识结构是受到文化制约的，当他面对不同的

知识结构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冲突。

三、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适应涉及多方面因素，个体原有的文化背景，个性特征，来到异国他乡的目的动

机，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当地的环境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外来者对当地的文化适应过程。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不是始终如一的，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同的社会语境会激活个体不同的知识结构，呈现出不同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因此，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是动态的和语境化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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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学生普遍感到的跨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为例。语言在跨文化交际方面扮演着关键

角色。“作为连接外来者和当地社会的基本机制，编码和解码语言和非语言的交际活动是

跨文化适应的核心”［８］。

但是语言有其特殊的特点，语言是符号的，受规则支配的、主观的和动态的。例如主观

性，解码一种语言的真正意思是“要依赖于文化经验，而不是词句本身”［９］。

语言是文化环境和价值的反映，文化赋予词语意义，理解不仅仅是理解词义，还要理解

词语背后的意义，当人们与异文化的人交流时，两者头脑中的词语和意义不见得一模一样，

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尽管细微，但也会对交际过程造成阻碍。

很多东盟留学生把自己的跨文化交际的困难主要归因于自己的汉语水平不高，没法听

懂当人说地什么，而往往忽视了语言的文化内涵。他们往往死死抱住新语言中一个词语或

词组的一种语义或语法结构，不管其使用的语境，也不管它是用何种语言风格表述出来的，

机械地照搬词典上的词义解释，阻碍了对语言的真正理解。

也有不少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语言教学时，也往往只重视语言的语法结构，词

义等教学，对跟语言有关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不够重视，这些都是值得引起重

视的问题。

跨文化适应是一个交际过程，通过信息交换把个人和环境连接起来。“交际是指个体

和环境的信息交换。信息不仅仅是指明确的、语言的和有意传递的信息，也包括潜在的非语

言的无意的信息。通过它，人们互相影响。”［１０］

学生来到中国后，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就开始了与周围环境的跨文化交际，但是

由于中国大学的习惯上把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分开来管理，留学生有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住宿

和学习空间（至少在广西是如此），甚至有些班上课和住宿还按国籍（主要是交换生）来分，

导致留学生自身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他们与本族同胞的交往远远多于他们与中国

人的交往，这种情况虽然在学生刚来中国时由于缺乏与当地人进行交际的能力，本族同胞的

支持在短期内能够起到帮助他们克服一系列跨文交际和适应的不适感，但从长远看，它会减

少留学生与当地社会的接触，阻碍他们的适应。比如语言方面，越南学生写道：

“我的舍友都是我的同学……我本来以为到中国留学会跟中国同学住在一起，这样有

利于我学习汉语，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的比如老挝、泰国等国的同学同住，也对我们学习汉语

有好处，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同一个国家的同学住在一起，所以我们都用母语讲话，用汉语讲

话的时间不多……”

再比如从宿舍住宿纪律来说，中国大学生在宿舍是不能自己做饭菜的，学校有食堂供大

学生用餐，但留学生宿舍却可以做饭，这不仅增加了安全隐患，同时也不利于他们适应中国

的饮食，有些留学生到中国以后从语言培训到本科再到研究生学习，好几年过去了，还是不

习惯中国的饮食。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留学生的住宿纪律问题。由于东盟来华学生主要来自越南、泰国、老

挝等国，这些国家特别是越南、泰国等国的大学生在自己国家外宿的占大多数，他们中大多

数没有住集体宿舍的经验，对中国大学的宿舍纪律更毫无概念，完全按照自己在国内的行为

方式来行事，再加上学校的宽容，致使留学生宿舍纪律条文成了一纸空文。晚上常常聚会，

喝酒聊天、听音乐，很晚都不睡，严重影响到学生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还有东盟很多国家的习俗是进屋不穿鞋子的，所以留学生宿舍走廊摆满了鞋子，弥漫着

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些都成了学校管理留学生的老大难问题。虽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在做工

作，但很少有人从跨文化交际和适应这方面去考虑问题的症结所在，往往事倍功半，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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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微。

所以跨文化交际和适应不是单向的，“它是双向的，主客双方、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

成员都有责任相互适应。”［１１］主客双方都有责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点，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从而创造出更和谐的环境。

在跨文化交际和适应领域里，二元文化身份或文化融合是文化适应的最有效的策略。

东盟国家和中国同属亚洲，两者文化在很多方面有其相似之处，根据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

所所长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所说的五个文化维度来说，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是集体主义文化、权力
距离大的文化、过去时间取向的文化等等。

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应该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比如欧美、非洲等）的来华留学生更容易

更快地适应中国的环境和文化，但事实上未必，如前所述，这些学生来到中国后，所面临的文

化冲突也不少，适应起来也是困难重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他们大多采取同化策

略，有不少还采取分离策略，少数能做到与当地文化融合，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来说，在出国前怎样做好万全的准备，包括心理、身体、对中国的文化理解等

至关重要。而从客观因素来说，中国在了解这些学生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怎样为留学生创

造更好条件、提供更适宜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环境

也是一个值得学者和教师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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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国际交流社团
对中外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活动案例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王超

一、高校培养中外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多样便利的交通方式、快捷万能的网络、日益频繁的经

济合作使全球一体化成为现实，也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为了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成功交流，交际双方必须具备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丰富的跨

文化交际知识以及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２００４年１月颁发的《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

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

学体系。”［１］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发展需求还是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要求角度出发，培养大学生跨文化

交际能力都是势在必行。而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也必然面临跨文化交

际等问题。

Ｈａｎｖｅｙ（１９７９）指出，“跨文化意识是指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的认
识，即对异同文化与共同文化的异同敏感度和在使用外语时根据目标语文化来调整自己的

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的自觉性”［２］。通常，我们研究的是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

化，即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你如何跟外国人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

文化知识的习得、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除了在教学环境、教学过

程、教学方法中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的教辅人员应该尽力给学生创

造了解外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机会。

二、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中外交流活动及积极影响

（一）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定义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英文全称为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ＳＩＣＡ），是在学校团委注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直接指导下，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拓宽学生
国际视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宗旨，由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学生

社团组织［３］。此协会为中外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加强了中国学生与来华留学

生的交流和沟通，培养了中外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工作目标

１减少文化冲击，适应学校环境。学期伊始，协会成员要帮助来华留学生尽快熟悉和
７



了解将要学习生活的环境，解决他们在新环境的衣食住行问题，加强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

的交流，建立起一个正常人所需的人际关系网，减少文化冲击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缓解远离

亲友的孤独感；

２扫除语言障碍，改善心理焦虑。根据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和国别，介绍来华留学生
跟有语言特长的协会成员结成“一对一”语言伙伴，进行汉语学习；

３了解中国文化，培养知华友华意识。协会要定期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组织汉语实践
活动，让来华留学生真切地体验到中国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

４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协会不仅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帮助，而且
也会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和竞赛，为中外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的机会，增进中外学生的友

谊，拓宽中外学生国际视野；

５提供外事实训基地，丰富中国学生外事阅历。选拔优秀的协会成员参与学校的外事
接待、国际交流项目洽谈、国际会议等，让其增长知识，锻炼能力；

６发布学生国际交流项目，推进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协会成员可获得第一手的国际合
作项目材料，具有优先参加学生长短期国际交流项目的权利。

（三）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中外交流活动

根据协会自身特点及工作目标，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在常规社团活

动内容及形式上敢于突破创新。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拥有全校１００余名来华留学生的资
源优势，可以组织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参与学校的外事接待、国际交流项目洽谈、国

际会议等活动。

为体现学生国际交流协会这些特色，充分利用资源，本着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大学生相结

合、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跨文化学习与外事实践相结合的“三结合”原则，制订了学

年活动计划。下面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春季学期活动计划为例进行分析。

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春季学期活动计划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目的及内容

三月第一周

语言文化实践一：

“一对一”中外语伴见

面会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教室

为刚刚来校留学的外国学生介绍中国朋友，使留

学生早日熟悉学习、生活环境，跨越语言和文化

障碍，体现学校人文关怀；同时使中国学生零距

离接触留学生，锻炼外语能力，体验外国文化。

三月第二周

语言文化实践二：

中外传统饮食文化交流

活动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留 学 生

宿舍

中外学生介绍本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并合作制

作本国及他国传统菜肴，使中外学生了解他国

传统饮食文化，在美食制作中增进友谊。

三月第三周

语言文化实践三：

中外传统体育游戏交流

活动

校体育馆

中外学生提供本国的传统体育活动或游戏规

则，中外学生打乱国别组成团队参与活动，在团

队协作中增强信任感。

三月第四周
语言文化实践四：

中国文化沙龙———书法

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教室

由擅长书法的中国学生为留学生讲解、示范中国书

法，留学生体验中国书法，中外学生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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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目的及内容

四月第一周
语言文化实践五：

中外传统节日交流活动
大连市郊

结合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由中外学生介

绍本国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并亲身体验中国

清明节传统习俗———踏青、采摘，在大自然中体

会中国之美。

四月第二周
语言文化实践六：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招新
大学校园

中外学生共同介绍协会优势及活动，招收协会

新成员。在工作中锻炼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月第三周

语言文化实践七：

第十二届“挑战杯”辽宁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教室

以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为研究本体，由指导教师

指导中外学生共同思考、调查、撰写参赛调查报

告。理论联系实践，共同证明协会如何提高中

外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月第四周
语言文化实践八：

中国文化沙龙———剪纸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教室

由擅长剪纸的中国学生为留学生讲解、示范剪

纸，留学生体验中国剪纸艺术，中外学生教学

相长。

五月第一周 学校春假，学生自由活动

五月第二周

语言文化实践九：

外事接待———美国爱荷

华州立大学师生来访

交流

大学校园；

大连市区

中国学生自主策划并参与欢迎会，为美国师生

介绍大连及学校，为美国师生当“导游”，陪同

美国师生参观大连市区。亲身实践跨文化

交际。

五月第三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

语 言 文 化 实 践———丹

东行

丹东

中外学生在最真实的语境中考察中国社会生活

和民俗文化现象，既增强了留学生汉语运用能

力、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又提高了中外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月第四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一：

中 国 文 化 沙 龙———太

极拳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教室

由擅长武术的中国学生为留学生讲解、示范太

极拳，留学生体验中国武术精神及太极拳招式，

中外学生教学相长。

六月第一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二：

来华留学走进中国小学

课堂公益活动

大连市 ８０
中 附 属

小学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来华留学生为中国小

学生带去了“原汁原味”的外国风情，既让中国

小学生开阔了眼界，又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实

习语言文化的机会。

六月第二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三：

中国文化沙龙———茶艺

大 学 生 爱

心茶室

由擅长茶道艺术的中国学生为留学生讲解、示范中

国茶道，留学生体验茶道艺术，中外学生教学相长。

六月第三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四：

来华留学生汉语大会

图 书 馆 会

议室

检验来华留学生一个学期的学习水平，并考查

中外学生教学相长、跨文化交际成果。

六月第四周

语言文化实践十五：

来华留学生学历生毕业

典礼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处

教室

中国学生参与策划并制作《留学在工大 ２０１６
春》视频、制作留学纪念册。在毕业季互诉离别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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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活动兼顾中外多国学生，涉猎地理、饮食、体育等
多个领域，涵盖竞赛、公益活动、外事接待等多种方式，活动安排按照心理学理论考虑中外学生的

心理接受过程，从吃（饮食交流活动）、玩儿（体育游戏交流活动）慢慢过渡到语言（汉语大会）、文

化（中国文化沙龙系列）的学习，注重中外学生语言文化的学习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四）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提高中外学生跨文化交际的积极作用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的、由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学生社

团组织。协会定期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对提高中外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起着积极作用。

１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对中国学生的积极影响

①促进校园文化多元化，营造校园国际化气氛
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环境因素，也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体

现了学校的一种集体行为风尚，不仅会影响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直接影响他们的学

习态度和活动［４］。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创设一种氛围，以期陶冶学生情操，构

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来华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他们的到来

为校园带来了多元文化。而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恰好为中外学生搭建了交流平台，提供了真

实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环境，提供了真实的多元文化环境。

如“一对一”中外语伴见面会，很多中国学生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他们克服文化障碍

使用外语与来华留学生交流；在中外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学生跟着来华留学生学习制

作外国饮食、外国传统工艺品等，体验最真实的外国文化习俗，并且每次活动前都要跟来华

留学生沟通交流，提高了自己的外语能力，也锻炼了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协会组织的活动

和外事接待等，中国学生零距离感受外语和外国文化，为校园营造出浓厚的国际化氛围。

②开阔中国学生视野，提高中国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正处于可塑性强的成长阶段，在这个时候，有无文化的介入

和渗透，有什么样的文化介入和渗透，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５］。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外文化

交流平台，在活动过程中，使中外学生通过传递思想和信息交流，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每次协会活动，在专任指导教师宏观把握下，由中外学生共同策划和实施。

活动前，中国学生要收集资料、撰写活动方案、征询来华留学生建议、筹备活动事宜等，

培养了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实践能力、沟通交际能力、组织策划能力。

活动中，中外学生要通力合作完成任务，增强了他们团队合作意识；文艺演出和汉语竞

赛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和风采，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外事接待锻炼了外语能力

和待人接物能力，增多了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

活动后，中国学生撰写活动新闻、制作活动纪念册等，提高了他们新闻写作能力和总结

思考能力。在大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开阔他们的眼界，提

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更有助于他们步入社会后形成看待问题的大视野，待人接物的大胸怀，

处事方式的大格局。

２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对来华留学生的积极影响

①克服跨文化适应困难，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留学生来华求学，不仅学习中国语言和课堂知识，也兼顾了解中国文化和体验中国生

活。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不熟悉的暗示信息和符号标志，或许惊讶、或许烦

恼、或许无所适从。由于语言障碍、生活方式差异、沟通渠道缺失、价值观反差等问题导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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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日益凸显。

为了使来华留学生适应留学生活并融入中国文化，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为每一位来华留

学生推荐一名中国学生，从来华留学生进入校园开始，就有中国学生提供帮助，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来华留学生初次来到中国所产生的心理紧张焦虑问题，增强他们对新环境的接受

与认可，让中外学生之间的亲密友谊成为留学生克服跨文化适应的最佳良药。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中国学生能以同龄人的角度贴近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最直接地

发现存在的问题，继而及时上报，协助教师共同帮助留学生排解困难、处理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来华留学生通过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多种多样的

活动，加强了与中国学生的紧密联系。如每年一度的来华留学生汉语大会，既检验了来华留

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文化掌握程度，又考察了中外学生教学相长、跨文化交际成果。

②增进留学生知华友华意识，认同中国语言和文化
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失实的报道和宣

传，导致留学生来华前对中国的认识并不客观。在这种非友好的意识形态和陌生的环境中

学习和生活，留学生们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与怀疑，把自己封闭在同胞的小圈子中，放弃接

受与中国学生、老师及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的密切接触和友好往来。

而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积极搭建中外学生交流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知识竞赛

和语言文化实践，使来华留学生不但可以学习汉语和专业知识，还可以感受文明古国的文化

积淀，更好地认知中国社会。

在中国文化沙龙系列活动中，来华留学生跟随中国学生学习书法、剪纸、武术、茶艺等

等，这些传统技艺无不让来华留学生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语言文化之旅中，来华留学生亲身见证了中国的锦绣河山和发

展良好的经济状况；

在走进中国小学课堂公益活动中，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小学生亲密接触，中国小学生的热

情和纯真深深感动了他们。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些活动用事实转变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固有的思维，让

来华留学生了解了最真实的中国，认同中国语言和文化，爱上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使者。

在国际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的今天，学生国际交流协会顺应国

际化发展潮流，立足于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出和创新，充分

发挥来华留学生的优势，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联合起来，加强中

外学生的文化交流，开阔中外学生的国际视野，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拥有综合素质、国际视野

的人才的需要。

该学生社团的成立与发展对提高中外学生跨文化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高校培养中

外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１］　ＢａｒｒｙＴｏｍａｌｉｎＳｕｓａｎＳｔｅｍｐｌｅｓｋ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１３
［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Ｊ］中国大学教育，２００４（５）．
［３］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成立章程［Ｚ］，大连工业大学，２０１３：１．
［４］　胡国晖，于颖外国留学生的培养与高校教学环境的优化［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７（１０）：８０．
［５］　朱小玲，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构建和阅读推广［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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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对留学生心理危机
预防与干预的调查报告

天津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杨洋

一、引言

留学生心理危机问题日益突出，一直是高校留学生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如何缓

解、干预这种危机，将对高校留学生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体育锻炼对高校留学

生心理危机的干预模式的探讨，对通过体育锻炼实施留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可行性及有效

性进行分析。提出通过体育锻炼实施留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对策与建议，以达到增强留学

生的心理保健能力，消除心理障碍，提高学习和生活质量，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

体育锻炼是一种增进身体健康、降低心理危机的有效手段，它的意义与功能不仅是健

身，对心理健康也起到良好的调节与促进作用，而且可以达到理想的身心健康效益。

研究发现，经常参加一定强度的体育运动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人们在获得体育运动的

生理效应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体育带来的心理效应。即使有的被试者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生

理效应，也可以体验到体育运动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愉快。

实验表明，进行有氧体育锻炼的学生，其心境状况改善的程度较大，特别是那些练习前

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其心理状况改善的程度最为显著，这表明体育运动对于有心理危机的

干预更具明显效益。

我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留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逐步重视，对干预模式

做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留学生强迫症状、人际敏感通过体育运动和团体心理训练干预，

改善效果明显；体育锻炼能够降低应激反应、调节情绪、增强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心理

疾病。

因此，我们应及时了解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文化特点，调查高校留学生体

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现状，分析体育锻炼是如何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产生影响，探讨他们的心

理特征和规律，分析他们心理危机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案与路径，建立

健全的来华留学生心理危机防范体系。

为此，笔者试通过锻炼心理学原理，调查研究留学生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问题。

锻炼心理学是研究与锻炼有关的心理现象的科学，是一门关注运用心理学原则、促进和

维持体育锻炼，以及关注由体育锻炼所引发的心理效应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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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工业大学四所高校的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６０份，回收问卷５４５份（回收率
５４５／５６０，９７３％），其中有效问卷５２８份（有效率５２８／５４５，９６９％）。天津中医药大学１５６
人（２９５％）、天津大学１０３人（１９５％）、天津外国语大学１３８人（２６１％）、天津工业大学
１３１人（２４８％）。男性４９８％，女性５０２％。

（二）测量工具

１留学生日常体育锻炼意识和行为调查问卷

参考日本桥本公雄（２００８）的研究，采用高健（２０１０）编制的大学生体育运动的状况调查
问卷，问卷内容包括：①个人基本情况，②体育锻炼行为，③体育锻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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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心理健康诊断分型量表（Ｍａｎｕａｌ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ＨＰ）

原版心理健康诊断分型量表（Ｍａｎｕａｌ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ＨＰ）由日本九州大学
健康心理学教授桥本公雄（１９９９）编制及进行标准化，中文版ＭＨＰ由高健进行翻译、修订及
标准化，目前以对天津市内３０００余名被试进行测试，该量表适用年龄为中学生～成年人。

该量表共４０个项目，既包括焦虑、抑郁、疲劳感等消极情绪，又包括生活满意度、生活激
情等积极情绪。涉及心理性、社会性、躯体性应激状态及生活质量程度。评定项目采用４级
评分法，分别是“完全不符”，“基本不符”，“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计１～４分。
４０个项目共构成５个维度（心理性应激、社会性应激、躯体性应激、应激程度及生活质

量），以维度分为评定指标，心理性应激、社会性应激、躯体性应激及应激程度的得分越低越

好，生活质量的得分越高越好。

表２显示，中文版ＭＨＰ各维度和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０８３～０８８之间，原版
ＭＨＰ个维度和总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０７０～０９１之间，两者的值非常接近，说明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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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ＭＨＰ有较高的信度；对１２１名被试间隔２周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再测信度在０６８～
０９２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０９１～０９４之间，这表明，中文版 ＭＨＰ具有较好效度，
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在我国用于留学生测量心理健康及其相关的研究。

实测时问卷顺序为：

①留学生日常体育锻炼意识和行为调查问卷。②心理健康诊断分型量表。

３数据统计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Ｘ２检验、方
差分析、ｔ检验、相关分析等，结果以ｐ＜００５为显著性标准。

三、调查研究结果

（一）被试的基本情况

在不同专业、目前是否参加社团上，男女留学生分布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各专业人数

比例有多到少分布为：理科、工科、医科、文科，其中男生中工科学生比例最高，为３４６％，女
生中医科学生比例最高，为３５８％；大学时期参加社团比例由高到低顺序为：其他社团、无
归属、文艺部、体育部。

（二）留学生体育锻炼行为

１留学生体育锻炼的频率、强度及时间

留学生的体育锻炼频率，一周进行１－２次体育锻炼者居首位，但不到５０％。没有进行
体育锻炼或一个月仅进行１次锻炼的留学生共占７％。

留学生认为其现在进行体育锻炼的强度正合适的人最多，超过５０％，认为自己现今进
行体育锻炼是有一定得强度或强度较大的留学生共占３１８％。

在调查的留学生中有１／３的体育锻炼是２０－３０分钟，有３１６％的留学生的体育锻炼时
间为３０－６０分钟，超过５０％的留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在２０分钟以上６０分钟以下。

（１）不同性别的体育锻炼频率、强度及时间的分布

①在锻炼频率方面，男女生均为每周锻炼１－２次的比例最高，男生比例为４４１％，女
生比例为４６０％；男生每个月锻炼２－３次排第二位，女生每周锻炼３－４次排第二位，男女
生存在差异。而男女生每天都做体育锻炼比率均高于没有体育锻炼比率。

②在锻炼强度方面，男女生认为锻炼强度正合适比率最高，男生比例为５２９％，女生比
例为５４７％。

③在锻炼时间方面，男生每次锻炼时间３０－６０分钟比例最高，占３３１％，女生每次锻
炼时间２０－３０分钟比例最高，占３４３％。

（２）不同专业的体育锻炼频率、强度及时间的分布

①在锻炼频率方面，各个专业留学生每周锻炼 １－２次的比例比较大，其中理科占
３９９％，文科占４３４％，医科占４３３％，工科占５３５％。

②锻炼强度方面，感觉锻炼强度正合适的留学生比例最大，其中理科占５５６％，文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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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８％，医科占５２％，工科占５３５％，均超过５０％。

③锻炼时间方面，除理科留学生每次锻炼时间３０－６０分钟比例最大外，其他各专业留
学生均为每次锻炼时间２０－３０分钟比例最大。

（３）不同社团的体育锻炼频率、强度及时间的分布

①在锻炼频率上我们可以看到，参加不同社团活动的留学生中每周锻炼１－２次的比例
均为最高，参加体育部社团活动留学生比例为占３７５％，参加文艺部社团活动留学生比例
为４０％，参加其他社团活动留学生比例为５２８％。

②在锻炼强度方面，参加不同社团活动留学生均以感觉锻炼强度正合适比例最高，均超
过５０％，其中体育部社团留学生达到６０７％。

③在锻炼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到，除参加文艺部留学生每次锻炼时间在３０－６０分钟比例
最高占４１２％以外，其他社团留学生都以每次锻炼时间２０－３０分钟比例最高。

２留学生的运动指数

运动行为以运动指数为指标，运动指数 ＝运动频率 ×９＋运动强度 ×５＋运动时间 ×３
（Ｇｏｄｉｎ，１９８５）。

（１）不同性别的运动指数比较

不同性别留学生的运动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男留学生的运动指数是４８０９，女
留学生的运动指数是 ４５７４，可见，男生的运动指数高于女生，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５。

（２）不同专业的运动指数比较

对不同专业留学生的运动指数比较发现：文科生的运动指数最高，理科生的运动指数最

低，文科生和工科生的运动指数均高于理科生，文科生的运动指数也高于医科生，且都达到

了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３）不同社团的运动指数比较

对隶属不同社团的留学生运动指数比较发现，属于“其他”类社团的学生的运动指数高

于文艺部学生和无归属学生的运动指数，且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３留学生的体育锻炼类型

根据桥本公雄（２００８）的研究，将体育锻炼进行分为以下６个类型，见表７，它们分别为：
“竞技型、健康维持型、休闲娱乐型、舒缓压力型、缺乏运动型和不运动型”。

有４０３％的留学生属于“健康维持型”排在首位，其它依次是：“休闲娱乐型”占
３０７％、“舒缓压力型”占１２１％、“缺乏运动型”占８９％、“体育竞技型”占５１％、“不运动
型”占３０％，只有１１９％的留学生是属于缺乏运动型或不运动型。

（１）不同性别的体育锻炼类型的分布

健康维持型男女生所占比例比较大，其中男生所占比例为 ３８％，女生所占比例为
４２６％。其次为休闲娱乐型，其中男生所占比例为３７３％，女生所占比例为２４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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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最少的为不运动型，其中男生所占比例为２３％，女生所占比例为３８％。
（２）不同专业的体育锻炼类型的分布
不同专业学生体育锻炼类型分布前四位顺序相同，它们分别为：健康维持型、休闲娱乐

型、舒缓压力型、缺乏运动型。

（３）不同社团的体育锻炼类型的分布

不同社团留学生体育锻炼类型存在差异，其中健康维持型在各社团中比率均为最高，参

加体育部社团活动留学生中体育锻炼类型为舒缓压力型比例最低，为３６％；参加文艺部社
团活动留学生中体育锻炼类型为体育竞技型和不运动型比例最低，均为４７％；参加其他社
团活动留学生中体育锻炼类型为不运动型比例最低为１％；无归属留学生中体育锻炼类型
为体育竞技型比例对低，为２１％。

（４）不同体育锻炼类型运动指数比较

不同锻炼类型的运动指数由高到低排列为：体育竞技型、健康维持型、舒缓压力型、休闲

娱乐型、缺乏运动型和不运动型。

（三）留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

１不同性别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

在不同性别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中，男生愉悦感低于女生，成就感男生高于女生，男生

的效能感低于女生。

２不同专业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

对不同专业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进行比较发现，医科生和理科生在愉悦感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表现为医科生的愉悦感要高于理科生。

３不同社团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

对不同社团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发现，体育部的愉悦感、成就感和效能感都高于文

艺部。

４不同体育锻炼类型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

不同体育锻炼类型的体育锻炼意识比较发现，不同锻炼类型在锻炼意识的三个维度上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１，具体表现为：
在愉悦感上，体育竞技性和健康维持型高于舒缓压力型和缺乏运动型，体育竞技性高于

休闲娱乐型和不运动型；

在成就感上，体育竞技性和健康维持型高于休闲娱乐型、舒缓压力型和缺乏运动型，体

育竞技性高于不运动型；

在效能感上，体育竞技性和健康维持型高于其他四类。

（四）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１不同性别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男女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心理性应激、社会性应激、躯体性应激、应激程度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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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几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生活质量维度中，女生对生活的满意度高于男生，且

达到显著性水平；在其他几个维度上，男生均高于女生，总体表现为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

高于男生。

２不同专业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不同专业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心理性应激、社会性应激、躯体性

应激和应激程度上，理科生均显著高于医科生和工科生。而在生活质量上，文科生的满意度

高于医科学生，理科留学生在生活质量维度上低分最低。

３不同社团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不同社团在躯体性应激、应激程度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躯体性应激上，文

艺部学生高于其他和无归属的学生，在应激程度上文艺部学生显著高于隶属于其他社团的

学生。

４不同体育锻炼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不同体育锻炼类型的留学生在心理性应激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心理性

应激中的注意力散漫这个维度上，缺乏运动型高于其他五类锻炼类型；在生活质量中的生活

满意度上，健康维持型最高，依次为体育竞技型、休闲娱乐型、舒缓压力型、缺乏运动型及不

运动型。

（五）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行为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运动指数与心理性应激、社会性应激、躯体性应激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生活质量呈显著

的正相关；体育锻炼类型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愉悦感、成就感和效能感与心理性应激、社会

性应激、躯体性应激、应激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生活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

四、调查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目前留学生体育锻炼现状和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２每周的体育锻炼次数越多、强度中等、坚持时间越长，对促进留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及

心理危机预防的效果越显著。

３进行体育锻炼获得的心理体验（愉悦度、成就感及有益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ｐ＜０００１），获得良好心理体验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心理危机程度低。
４体育锻炼有用性、参与可能及重要性的认知，对体育锻炼的行为意向及锻炼行为都

有正向影响，与假设相吻合。

（二）建议

１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留学生应对心理危机的特点，结合目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
情况，制订出符合国内高校留学生管理特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危机干预机制。此模式以留

学生为主体，以接受过心理咨询培训的留学生专职教师为指导，以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为保

障，定期为存在心理危机留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关注每一位留学生和他们的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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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重对留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工作，预测危机、防范危机、及时制定应对心理危机

的策略，在危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之前即开展积极的、主动的干预，从而构建和谐的留学环

境，帮助他们消除各种心理障碍，顺利度过留学适应期。

构建高校留学生心理危机的监控、预警体系，对留学生心理危机的形成、爆发进行预测

预防。留学生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和环境后，衣食住行、地理环境、气候、交通手段、价值观、生

活节奏等方面同时发生了激变，因此而丧失了长期保持的心理安定，产生种种心理动荡、行

为改观，感觉难以适应新环境，普遍存在恐惧不安的心理。

另外，由于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留学生尚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交往模

式，所以很难与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留学生出国后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全感，并在现

实生活中表现出行为障碍。

来华留学生管理教师及部门应在学生入学之初对学生进行访谈，进行心理健康情况测

试，建立留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做好留学生心理危机的早期监测预警工作。

２加强体育与健康知识教育，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指导学
生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原理与方法。在他们走出校门，离开教师也会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

状况等找到适合自身的锻炼内容与方式；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情感、爱好和兴趣，养成经常

体育锻炼的习惯。

通过开设体育理论选修课等方式，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使学生学习更系统，知识

面更宽广，从而能从一个更深层次来了解体育锻炼，感受体育锻炼。

３影响留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没有时间、学习任务重、锻炼设施不足
和没有合适的锻炼团体或同伴等，而主观上“懒惰”和“没有恒心”成为影响其参与体育锻炼

主要障碍。高校应指导留学生处理好生活、学习和运动锻炼的关系，帮助他们不断加强坚持

锻炼的决心，从而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教师在教学、活动、辅导等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参加日常的体育锻炼，并使他

们明白体育锻炼是日常健康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学生提供积极的、激励

性的正面评价，帮助学生制订现实的、与个人特点相符合的体育锻炼目标。

４组织多种形式体育活动，如体育知识竞赛、辩论演讲比赛、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等，让
学生能够体验到体育活动中的成功或乐趣，培养体育锻炼兴趣。高校应充分关注和重视留

学生体育锻炼和健康问题，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强留学生体育教育的师资力量，改善学

生体育锻炼的场馆设施，增加体育锻炼的经费，成立和完善留学生体育社团或俱乐部，全面

提高留学生的健康水平。

５课题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天津五所高校发现，这些学校均未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
师定期对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通过专业机构对留学生管理教师进行心理咨询帮助，教授

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条件的招收留学生的高校应培训一批负责留学生管理方面的心理咨询师，定期为留

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构建和谐的留学环境，关注每一位留学生的心理变化，帮助他们消除各

种心理障碍，顺利度过留学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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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项目部教务主管　岳妙

一、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主要内容

跨文化适应是留学生来华留学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通常对于他们来说，跨文化适应

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既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１心理适应

这里的心理适应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于来华学历生来说，到中国求学的主要目的是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证书，因而他

们面临着从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的身份转变，意味着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需要了解大

学和高中的不同，掌握大学的学习方式和方法，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独自解决留学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其次，留学生离开了从小生活的环境和社交网络，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社会支持系统，中

国这个未知的社会和环境对他们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留学生需要克服由于社会背景、宗教

信仰、社会文化不同造成的不便和困难，从而从心理上接受现状并充满自信地完成学业。

２社会文化适应

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相聚在中国，他们需要彼此适应各自的社会文化和习惯，同

时更需要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举例说明，在课堂中，亚洲学生倾向于讲授式的教学方式，

他们通常视老师为权威的象征，不会轻易质疑老师，那些课堂上对老师提出质疑的学生通常

被认为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与此相反，欧美学生热衷于较活跃的课堂氛围，他们比较喜欢

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引发思考并掌握相关知识。

还有，某些文化背景下的学生认为肢体接触表达了与对方的亲密关系，而另一些文化背

景下的学生则认为肢体接触是不尊重人的表现，诸如此类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如果留学生

不能适应文化的差异，势必会引发一些冲突，因此，如何互相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显得尤为

重要。

３学术适应

在学术适应方面，来华留学生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中

文，甚至有一些还不会英语，因此，语言的不畅通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利，严重阻碍

了留学生新环境适应的顺利进行；不同的教育体系也会给留学生带来困惑，他们母国的教育

体系大多数与中国不同，他们需要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留学动机也与留学生的适应紧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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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如果留学生的留学动机越强，目标越明确，则他们越容易适应新的留学环境，反之，那些

目标非常不明确的学生则更容易出现适应问题。

如果留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留学环境，产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而且问题不能妥善的

进行解决，势必会对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甚至导致留学生不能顺利完成学

业，造成辍学或者产生心理问题等严重后果。

廷托（ＶｉｎｃｅｎｔＴｉｎｔｏ）于１９７５年在图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自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

学生辍学的纵向模型（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ｒｏｐｏｕｔ）。该模型认为高校具有两个子系统即学

术系统（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和社会系统（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学术系统代表学生的学业表现、智力

发展等，社会系统则代表学生与同伴和群体的交流、与老师的交流等。当学生既不能进行学

术系统整合也无法进行社会系统整合时，就容易发生辍学的现象。据此，可将高校学生的辍

学理解为学生适应高校的负面结果［１］。

二、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过程

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当他们离开

家乡来到中国———一个对他们来说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会产生一系列的文化适应问题。

一般来说，留学生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的适应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１蜜月期

留学伊始，留学生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所有事物都对他们充满了吸引

力，他们会时刻保持着较高的热情，精力充沛地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乐于结交来自

世界各地的以及中国当地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阶段。

２休克期

在这一阶段，由于母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习惯与中国的不同而造成留学生的不适应，开

始出现思乡情结，学习生活中稍有挫折就会抱怨不休，开始对周围的一切事物产生厌倦情

绪，容易变得不安，烦躁，总会有孤单的情绪涌上心头，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留学生开始出

现厌学情绪，不愿意与人沟通，情绪波动很大，是问题产生的高发期。

３恢复期

在留学生经历了休克期之后，他们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平复心情，会逐渐慢慢地适应

周边的环境，加之对新环境的不断了解，他们可以自己解决大多数原先碰到的问题，同时结

交了更多的朋友，心理的被排斥感和孤独感逐渐减少，学生的思想也趋于平稳，又渐渐燃起

了生活和学习的热情。

４适应期

经过长期的适应，留学生已经能够自己调整心态，坦然地面对挫折并尝试解决问题，能

够融洽地与周围的人相处，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恢复自己最原始的状态，出现问题的

频率减少，学习生活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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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应对策略分析

通过Ｃａｒｖｅｒ，Ｓｃｈｅｉｒｅ和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８９年的研究表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应对策略主

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２］：

１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ｃｕｓｅｄＣｏｐｉｎｇ）

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留学生会接受压力和问题存在的事实并认清现状，他们通常会积

极地考虑该如何应对压力，会以积极的心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尝试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学习和成长。这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

２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Ｅ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ｅｄＣｏｐｉｎｇ）

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留学生通常会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压力和问题，会积极

寻求外界的帮助，他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甚至有时会将自己的处境以一种玩笑的形式讲给

其他人听，有着乐观的心态，在获得外界同情的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选取对自己有

用的方式方法去积极地应对压力和问题，也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

３逃避问题的应对策略（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ｐｉｎｇ）

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留学生在面对压力和问题的时候会显得异常焦虑，会有力不从心

的感觉，不愿意尝试着去解决问题，他们经常会选择放弃或者逃避问题。通常他们可能会通

过喝酒，泡吧或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的方式来逃避压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应对

策略。

４情感宣泄的应对策略（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Ｃｏｐｉｎｇ）

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留学生通常会采取各种方式对压力进行宣泄，比如睡觉、喝酒或者

从事其他娱乐活动，并且从心理上不接受压力和问题的存在，对压力和问题采取不理睬的态

度，不采取任何措施去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

由此可见，要想解决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必须以预防为主，提前了解学生应

对压力和问题的应对策略，针对不同的应对策略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以确保留学生能够顺

利的度过困难期，适应新环境并快乐的在中国学习和生活。

四、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１健全留学生管理机制

高校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针对留学生的管理规

定，各留学生管理部门应做到职责分明，让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知道该

去哪个部门寻求帮助并能快速的得到答复和帮助，从而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新环境。

２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尽管高校都会建立针对留学生的管理规定，但在处理留学生问题的时候，不能盲目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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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需要学会变通，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要懂得换位思考，理解留学生的文化背景，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给予留学生力所能及的帮助，要让留学生能够体会到人文关怀。

３加强来华留学生的入学教育

首先，学校需要通过入学教育为留学生提供全面的学习和生活信息咨询，让他们能够快

速了解周边环境；

其次，由于中国的国情、政策法规与留学生的母国不同，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法规、安

全法规和出入境管理条例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留学生不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或者出入境管

理条例，一旦出现问题，学生将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甚至会被监禁；

此外，要为留学生详细讲解学校的教育体系，让他们能了解到学校与母国教育体系的不

同并尽快适应。因此，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一系列的入学教育，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是非常有

必要的。

４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

中国文化对留学生来说像是蒙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充满了魅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够了

解神秘的东方文化。因此，高校应积极组织各类活动带领留学生领略中国的风情和文化。

例如：开展中国文化节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体会中国文化带给他们的震撼；在中

国的传统节日期间，组织一些民俗活动，让学生切身了解中国文化并体会到中国文化带来的

乐趣。

高校也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开设各类学生社团和兴趣小组，丰富留学生的课外活动

并让他们有机会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组织留学生与校内中国学生或与其他高校

举办联谊活动或比赛，为他们在中国的留学生涯带来不同的体验。

高校还可以选取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者有知名度的旅游景点，带领留学生一览中国

的大好河山，在旅行的过程中，也能够更进一步的加深同学之间的友谊。

以上这些活动都能很好地帮助留学生消除由于跨文化适应带来的各种问题，通过提供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做到劳逸结合，为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注入新鲜血液，以帮助他们顺

利地完成学业并爱上在中国留学的生活。

５消除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或者社会的隔阂

由于留学生是个特殊的群体，很多高校在对待留学生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其特殊性，比

如留学生有自己独立的公寓，有自己独立的食堂，有自己独立的教学楼等等，这虽然给留学

生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学习坏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留学生快速的融入中国社会。因

此，高校应尽量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融入在一起，中国学生能够在学习或者生活上给予留学

生极大的帮助和关怀，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朋友，是消除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障碍比较好的

途径。

此外，学校也可安排留学生多参加一些探索类的活动或作业，让他们自发组成队伍去探

索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促使他们可以走入社会，接触社会并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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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

发生留学生突发事件是每个高校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为留学生是个特殊的群体，一

旦发生突发事件势必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名誉乃至国家间的

关系。因此，高校留管干部应坚持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要能联系到直接负责人，负责人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妥善处理，尽量

将影响减到最小。

７加强留管干部的培训

留管干部是留学生来到中国所接触到的第一批人员，留管干部给留学生的印象和对其

的关怀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高校需要加强留管干部的培训，以使留管干部可以更好地管理

和服务来华留学生。

第一，留管干部必须剔除刻板印象，对来华留学生做到一视同仁。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

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点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

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不正确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都会给留学生的身

心造成极大的影响。

第二，留管干部需要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并接纳它们，要与留学生成为朋友，与他们和

谐相处。

第三，来华留学生辅导员应该具备相应的心理咨询师技能，提高其识别心理问题的敏感

度和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能在与留学生接触的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第四，要培养留管干部与心理健康状态欠佳留学生的沟通能力，当留管干部发现有留学

生心理健康状态欠佳之后，需要先跟这些学生进行沟通，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而通常发生

心理健康问题的留学生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际障碍，他们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与人沟通、

缺少朋友又高度敏感。

因此，留管干部需要在与留学生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既要让他们感受到关怀和爱护，同时

又能在恰当的时候引导他们及时地接受心理咨询，让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有心理健康

问题的学生摆脱阴影。

８建立留学生心理咨询机构

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逐年增长，留学生的心理问题也逐年突出，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

意识到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心理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尽管基本上所有的中国高校都设有心

理咨询中心，但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们大多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接待留学生，咨询师们

会遇到语言以及文化背景不同等障碍。

因此，当留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通常不知道该如何排解这些问题，久而久之，这些

问题长期积累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造成留学生心理问题的加剧，导致留学生不能继续学

业甚至酿成严重的后果。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高校仍坚持辅导员保姆式的心理健康辅导与教育机制，认为只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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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决了留学生的生活问题，对他们施加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可以避免心理问题的产生，殊不

知，辅导员只能解决留学生生活中浮现在表面的问题，当留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会不

愿意与人沟通，需要一定的私密空间，有很多问题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进行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就显得非常重要。心理咨询是指咨询师运用心理学的方

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祈求解决问题的来访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

高校应针对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建立针对留学生的心理咨询中心，聘请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根据来华留学生的心理特征，结合生源国文化来解决留学生出现的各类心理健康问

题，从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９重视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各高校应重视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让留学生了解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以

使留学生们一旦遇到自身无法排解的困难时，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从

而在根源上杜绝问题的发生。

其次，要让留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心理咨询的重要性，通过开设来华留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讲座帮助学生明确他们必须经历的文化冲突和振荡，了解心理疾病是

一种正常的身体和生理反应，鼓励他们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教会他们正确的处理和缓解消

极的心理情绪。

１０培养一支受到良好心理教育培训的学生队伍

调查数据显示，远离家乡的留学生在遇到困难需要寻求帮助时，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朋

友（４７６７％），其次是父母（３５２７％），然后是任课教师（７３６％），而留管干部（３４９％）所

占的比例相当小，位于最后［３］。由此可见，来自于同龄人的关怀和照顾更能促进留学生克

服心理障碍。因此，培养并建设一支留学生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留学生团队的力量和关

怀，能够对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起到良好的心理干预作用。

一般来说，这些留学生志愿者在语言上更有优势，同时更能深刻体会到有心理健康问题

的留学生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并能很好的换位思考，给予更恰当的帮助。高校应该为这部分

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心理知识培训，使他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充分发挥良性心理干预的作

用，建设和谐稳定的留学生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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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调查与分析
———以北京化工大学为例

北京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于跃　刘振娟　黄怡园　刘宏娇　张海科　张德慧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蓬勃发展是高校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文化差异是留学生在学习、

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出现诸多困难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北京化工大学留学生招生规模逐年

增加，学校采取很多措施，为帮助留学生融入校园，促进中外学生交流提供平台。为了做好

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编制了《北京化工大学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调查》问

卷，对我校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进行调查分析。

一、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面向在校的学历留学生和语言留学生共发放问卷８３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３份，
回收率１００％。语言留学生占调查总数的２９％，其余为学历生，层次涉及博士、硕士及本科。
从发放问卷所涉及留学生国籍分布来看，主要为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

从性别来看，参与调查的男性占总体的７５％，女性仅占２５％。

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调查与分析

外国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差异化的认知能力、不同的学习

目的、来华前不同的成长经历等都可能影响到他们来华后的学习和生活。在此次调查中，我

们着重从留学生的来华感受、文化认知、活动参与、性格特征等方面探究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性。

留学适应性调查中，６７％的留学生在半年之内适应了留学生活，８％的留学生用了一年
以上的时间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可见留学生完全适应中国校园生活所用的时间还是比较

长的。

到了北京之后，３５％的留学生感到与他们之前所了解的中国是一样的，其余６５％的留
学生感到不一样，其中３１％的留学生对这些差异感到惊喜，调查显示没有留学生对中国感
到失望。

４６％的留学生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生活，４８％的留学生表示比较喜欢，不是很喜欢的留学
生仅占极少数。可见中国对留学生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７３％的留学生可以适应中国的饮食、气候、生活、学习等，２６％的留学生感到不适应。
９４％的留学生能接受中国文化，有６％的留学生则表示不喜欢。

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性，对中国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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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高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沟通障碍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相对较少。

在我校的留学生中，６８％的留学生在入学后遇到的语言障碍程度低，有１０％的留学生
在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程度很高。留学生来华前的语言水平还需提高，语言水平和跨文化

适应能力具有直接联系。

３４％的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均遇到很多的困难，３６％的留学生仅在学习方面遇到了
困难，仅在生活方面遇到困难的留学生较少，占６％；有２２％的留学生没有遇到学习和生活
困难。可见，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困难主要来自于学习方面。

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３０％的留学生听不懂老师的课题授课，３０％的留学生认为
课程太多而精力不足，１２％的留学生认为自身学习基础差，１２％的留学生不重视学习，投入
的时间较少，６％的留学生表示缺乏有效的学习资料，２％的留学生对自身专业感到不满意。

学习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语言能力不强，难以听懂老师授课，二是认为课程太多。

此外，学习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留学生自身情况来看，２０％的留学生为外向活泼型，３０％的留学生为内向安静型，
４６％的留学生属于多重性格。数据显示性格特征对跨文化适应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安静
型和多重性格的留学生更容易感到寂寞，思念家人的频率也较高。

在中外交流沟通方面，７１％的留学生认为与中国学生的交流对适应在中国的生活给予
了非常大的帮助，非常重视与中国同学建立良好的友谊，有３６％的留学生有很多的中国朋
友，并且与他们交流频繁；２５％的留学生有一些中国朋友，并保持一定的联系，有３１％的留
学生与中国同学沟通较少。沟通较少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没有机会认识中国同学，和本身

性格和语言原因。

８３％的留学生都希望能认识更多的中国同学，都在积极结交中国朋友，３４％的留学生在
校园内见到中国同学时会主动打招呼，还有３０％的同学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与对方
成为朋友。对比留学生在来源国遇到陌生人时，５２％的留学生选择会主动打招呼，可见在跨
文化交流中，留学生扮演了相对主动的角色。

在遇到困难时，１６％的留学生会向本国同胞求助，３５％的留学生会寻求中国朋友的帮
助，２８％的留学生求助于辅导员与老师。可见中国学生在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扮演了很
重要的角色。

在活动举办的内容上，６４％的留学生热衷参观文化景点来了解中国文化，留学生爱好广
泛，都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学校举办的增加中外学生交流互动的活动。

三、调研结论及启示

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中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不是单一工作就可以得到完善的。通过

以上对我校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性的调查分析，可见学校的工作在帮助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及中外学生交流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和效果。

学校通过组织丰富多彩中外学生活动、设立留学生辅导员、学院和留管部门联动等方

式，加强中外学生交流提高，帮助留学生尽快融入中国、适应校园，以下为我校为帮助留学生

提高跨文化适应采取措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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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注重文化和学习方法的渗透，开设预备课程加强专业认知

来华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一般有１－２年学习汉语的时间，
之后就马上进入专业学习。对于具有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留学生，在短期内就适应中国

的专业授课形式和课业学习方法是困难重重的，留学生的成绩也普遍出现问题。因此在汉

语学习期间，汉语教师不仅要进行语言的教学还应注重中国文化、中国礼仪等方面的讲授。

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开设相应预备课程，帮助留学生夯实基础知识，向专业学习进行过渡。

任课教师应考虑到留学生的困难，灵活调整授课内容，科学运用授课方法，增强课堂教

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加留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专业授课教师都应更多地向留学生

传授科学的学习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尽快适应专业学习。高校可以多为留

学生举办一些讲座，激发其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２．搭建中外学生交流平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国文化渗透和专业的学习属于第一课堂范畴，而在第二课堂也可以增强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性，增强归属感。学校可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增进留学生之间、留学生与本国

学生之间、留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丰富留学生的课余生活。

留学生可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帮助本国学生学习外语，本国学生也可辅导留学生专业的

学习，互帮互助，共同提高。北京化工大学通过“中外一对一”、北化中外青年说、国际文化

节等活动为中外学生互通互识、相互学习、深入交流搭建平台。

定期举办留学生义务支教和志愿服务活动，培养留学生肯定自我、乐于奉献的品德。成

立留学生学生会，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定期的外出参观和实践，更可以帮助留学

生深入感知中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文化。

３．重视国际交流类社团建设，提高中外学生跨文化能力

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化工大学的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是以服务学校国际化战略，促进国内外文化科学交流，提升学生国际交

流能力，致力于创建学生的国际交流平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由在校学生自发组成的一个

学生社团。他们的日常工作通常包括：协助组织涉外讲座、接待外国来宾、宣传学校海外学

习项目和服务留学生。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在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浅层作用上可以帮助留学生补习课程内

容和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深层意义上来看可以优化外国留学生来华就学的大环境，更为本国

学生提供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平台和感受国际化生活环境的亲身体验。在做好留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的同时，充分重视并发挥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中外学生

之间的交流活动，也可以助力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工作。

当前各高校中，由于国际交流类社团模式的限制，存在规模不大、经费不足和重视度不

够等问题。学校可通过将其列为校级社团、增加德育分、补充经费、加强指导和承办校级国

际交流类活动等方式，借助留学生优势和海外学习项目奖励，吸引更多中外学生加入，扩大

社团影响力和知名度，加强其在学校国际化校园氛围营造、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和中外学生

跨文化交流平台搭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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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设立留学生辅导员，关注留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

留学生辅导员是增强各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重要力量。都说留学生管理是一种跨

文化的管理，留学生辅导员可以深度贴近留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及时把握不同国家学生

的思想、心理、行为特点。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性，留学生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应主动

关注留学生的思想道德成长和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道德方面，大学也是留学生夯实知识基础、塑造正确人生观念、培养健康思想品德

的黄金时期。关注留学生思想状况，做好品德教育工作，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国家法律法

规对其进行及时宣讲告知。在学生出现思想道德的负面行为时，要及时给与警告和建议。

针对心理健康方面，留学生由于缺乏感情交流引起“文化休克”、“文化饱和”等跨文化

心理障碍，有条件的高校应配备留学生心理咨询老师，及时开展针对性心理测试，准确掌握

留学生心理动向，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时的专业心理辅导，限于办学条件的学校可

集中开展心理知识讲座。

留学生辅导员可通过本国学生的思想心理辅导工作中吸取经验，但要注意到留学生具

有的跨文化多元特点，需要留学生辅导员保持更高度的敏感性，工作更加细致入微，做到细

心发现，耐心辅导，热心帮助。

５．注重辅导员职业素质培养，鼓励走入课堂融入教学

教育部２０１０年９月发布的《留学中国计划》明确指出，要“完善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人员
培训制度。加强培训机制建设，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爱岗敬业、熟悉外事、精于管理的留学人

员管理工作队伍。”※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留学生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基本达到工作要

求，但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系统化的职业发展体系还不完善，间接造成了留学生培养质量

不足。

对此，应正视留学生辅导员培养的时代性和紧迫性，通过国际交流、考察观摩等途径加

大留学生辅导员的培养力度，使其全面提升辅导跨文化思想和心理的能力，具备妥善处理学

生合理诉求和保持政治敏感性的素质，使留学生辅导员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

学校应允许留学生辅导员走入课堂、参与教学，如一些学业规划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课

程可由辅导员来授课，这样能够使得留学生辅导员增加贴近学生的机会，及时掌握学生情况

和动向，给予留学生更多的帮助和指导。

跨文化管理是一支温柔的大手，温暖着每一个异国学子；跨文化管理是一座坚实的桥

梁，承载着各国友好邦交；跨文化管理是一本丰富的书籍，需要我们细心研读和学习。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需要高校留管人员深入研究、广泛探讨、大

胆创新和提出举措，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中国，顺利完成学业，为师世界多元文化

交流出力。

※教外来［２０１０］６８号教育部关于印发《留学中国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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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后危机双重视域内的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中心　贾兆义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意

识形态，是全球范围内社会变革的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理论范式。不管人们对全球化

的定义、内涵和特征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与全面而深刻的，它都已经渗透到社

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使人类的社会实践方式发生着革命性的重大历史变化。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新的变化，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收到挑战，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世界各国期待，现代性和后现代

性带来的人文主义危机，需要呼唤教育做出有力的回应，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呈现出生机勃勃

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化这个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回避并且必须直面的时代语境中，国际化已经成为二

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是影响和塑造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伴

随着全球化发展而逐渐发展的高等教育资源国际流动越来越强，竞争也越来激烈，也由于高

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高等教育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现着国家的综合国力。

在全球化各类资源的跨境配置流动及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阻挡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学

生流动是其中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能否吸引国际学生是高等教育实力的显示，也是一个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天然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生力

军。因此，如何制定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成为全球化时代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必须给予积极回应的重大课题。

一、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语境

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当代境遇，也呈现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它即作为

一种思潮也作为一种现实深刻的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组织，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

领域。

全球化不但构成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时空背景，而且对高等教育的政策与实践产生了深

刻影响。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教育活动的一个层级，从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代便不可避免

的受到全球化的塑造，呈现出发展越来越迅速，形态越来越多样的特征，并且高等教育的自

身功能不断拓展，价值不断丰富。

１“人”的全球化客观要求推动着当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化多维社会变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维度。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生产力流动范围越大，资源供应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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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选择范围就越大，资源的利用率也就越高，因此，生产力资源的最佳配置范围应该是全

球性范围。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国际化。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核心，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

性的活动……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

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１］（Ｐ１６９）。

这种经验事实要求人力资源配置的国际化，从而导致人才培养标准的国际化及人才需

求的国际化，要求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人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理解能力与国际交流能

力，教育尤其是承担着人才培养职能并且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的高等教育必须予以

回应。

２信息技术的进步不断重塑教育形态与教育范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
要力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科技发展程度的反应。信息化时代

技术的进步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知识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改变着人类传授知识和接受知识

的习惯和方法。知识接受者个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尊重和充分发挥，其教育主

体和核心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信息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教育革命对传统教育模式构成
了巨大挑战，对人才培养模式和途径带来巨大冲击。

信息化和全球化双重浪潮之中的高等教育也顺应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培

养方式，更加重视信息技术、新媒体和跨境传播的功能和价值，形成信息化时代与全球化时

代高等教育的“虚拟范式”［２］，它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多元化和国际化深度融合，成为高等教

育的发展趋势，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和质量的提高，也带来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的信息互

通和资源共享，撬动着高等教育的全球格局。

３全球化时代知识的发展与交流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爆炸态势，知识的价值和性质发
生的革命性变化催生了高等教育的商业特征

人类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突飞猛进及各种文明的交流碰撞带来了人类知识爆炸的时

代，知识的共有、共享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不断削弱，默

顿提出的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组织化的怀疑的精神属性是受到挑战，私人产

品的性质逐渐增强，产生的经济价值和应用价值得以凸显［３］。

由此，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断跃升，高等教育创造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对于

综合国力竞争变得日益重要。因此，高等教育创造的知识逐渐商品化，知识成果转化受到重

视和关注，通过跨境教育购买人类知识成果的行为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师生的国别构成发生

很大变化，大大改变了高等教育的面貌。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功能发生嬗变，商业性、市场化特征日趋明显，跨境教育服务贸易

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发展的新兴形态。

４全球化的发展是“双刃剑”，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不同区域的
失衡，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技术革新、社会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更深层次

上促进了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对全球性的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南北失衡”成为全球化时期经济格局演变的突出矛盾，贸易投资前景日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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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但在创新竞争和保

护主义日趋加剧的环境下，创新资源均衡分配越来越困难，二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势必继

续加深。“数字鸿沟”难以弥合，成为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信息失衡、知识失衡和技能失衡的

推力。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仍然十分艰难，“规则重构”进程难以推进。改变全球经济失衡、资

源合理分配、文明文化对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高等教育可以发挥先导作用，扮演积极的

角色。

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力资源开发的援助比单纯的经济援助更加具有根本性的

作用，智力资源开发与援助所需要的人员流动能够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文明之间人们的交

流和对话，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为共同发展、共同享有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消除发展鸿沟具

有基础性的作用。

二、后危机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超越、回应与契机

１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呈现的新的发展趋势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超越

以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为界点，全球化表现出了与前期不同的一些发展趋势，全球化的内
涵与外延发生着新的变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仅是广泛流动的思潮也

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实力量。

社会生产总过程全球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场更加具有威势，由单一国家主导的传统世界

政治经济秩序模式向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对

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现有秩序提出挑战，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失衡、冲突、整合和崛起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在这样的趋势与剧烈变化

之中，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十分活跃，展现出积极回应时代特点的发展逻辑。

简·奈特通过对世界各国国际化路径的考察，论证了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高等教育

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西蒙·马金森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世界高等

教育的整体发展，得出了立足本土，展望全球，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实现超越的必然方向。

由此看来，基于传统现代化与全球化建立的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体系受到挑战，从以往

的“依附———借鉴”范式发展到“借鉴———超越”范式，在提倡全球意识，参与全球交往与竞

争的同时，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本土意识，对以西方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

体系不断进行反思、挑战与解构，力图建构本土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的具有各自国家主体

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４］。

２科学主义的泛滥脱离了它本来的人文之源，后危机时期人文主义式微的凸显更加呼
唤教育的回应

科学革命的胜利把科学主义推向了极端化，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机器似的工

具，丧失了价值理性，纯粹的追逐工具理性，进而不断冲击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和社会领域，

使人类社会在价值领域的违纪逐渐显现。

后危机时期，２０１６年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年份，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的嚷乱、欧洲左
右之争中的摇晃和不同文明的冲突与对抗，昭示人文主义和传统社会科学面临的严重危机，

这些曾经可以提供价值范式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

形而上学的解释更显得艰难。如此时代语境下的人文主义危机需要培养具有道德品质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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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能均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人。

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
面对世界的挑战，提出教育应负的责任和教育的变革。

报告分析了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引发的多种矛盾：全球与地方之间矛盾、普遍与特殊

之间的矛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长远考虑与短视之间的矛盾、

竞争的需要与机会平等的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膨胀与人类吸收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些

矛盾表现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不平等、生态压力、不宽容和暴力现象的不断加剧等。

报告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

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

高等教育作为当代教育的最高层次，汇聚了人类社会当下的知识精英及未来的社会栋

梁，其天然承担着关怀人类命运发展的使命，在实现“全球利益”的进程中应当主动设置议

题，回应人类社会发展热点与难题。

３“一带一路”战略为丰富和重构全球化秩序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
国际交流带来的新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展现了中国对于全球化叙事变化的回应，顺应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之一。

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自信，传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摒弃了了资本和商品输出的传统逻辑，努力探索改变旧有的“中心———边缘”的模式，包

含着更具深度、更为平等也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彰显着国家形态和国际交往主题的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特质，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力求保持多元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维持着

这一新的全球化秩序选择的张力和动力，彰显着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

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存在着多种宗教与文明形态，政策互联、设施互

通、经济互补和文化互鉴均有很强的互补性，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也有着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资源配置、市场融合和政策协调方面实现耦合的现实需求。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高等教育应当承担起契合各国要求和战略实施需求的各类人才

的责任，更好的服务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来华留学教育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契机，直面挑战，设定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

现有的人才培养结构，创新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为“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在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过程中，改革体制机制，充分挖掘

资源，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办出更高水平、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现代的来华留学

教育。

三、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和行动路径

教育现代化的程度、教育水平的高低和教育模式的吸引力不仅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

体现，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先导，影响着国家发展的速度和力度。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吸引力不断提升，主动参与塑造国际

秩序的能力不断增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也快速提升，在全球教育服务贸易中

的地位逐渐上升，份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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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留学中心，建设国际留学高地，建设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强国，要立足于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实际，融于教育信息化的浪潮，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构建结构

优化、质量发展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

１来华留学教育基础薄弱、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能力不强等，是制约来华留学教
育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在比较封闭的系统中，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形成，高等教育治理现代

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大学只能尚未充分发挥，大学办学模式单一且固化，行政化严重，

自主性缺失，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落后；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没有成为大学价值标准，

现代大学理念没有受到尊重［６］（Ｐ２２４），这些因素成为长期制约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基础性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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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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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声誉度。

高等教育尤其是来华留学教育国际竞争能力不足，参与制定高等教育竞争和教育服务

贸易国际规则的主动性缺乏，主动设置议题引领高等教育和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的能力

孱弱，国家间学历互任存在着诸多困难，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动力不足的关键因素。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法规建设相对滞后，既立足中国实际，又符合国际规则

和国际管理的前瞻性、时代性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政策法规缺乏，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

主要障碍。破解来华留学教育发展中的难题，需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教育发展趋势，系统

而精准施策，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质量和竞争能力。

２充分认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战略作用，坚定不移地把来华留学教育发展作为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优先方向

来华留学教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构建国际交往桥梁

的重要途径，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是我国国际形象传播、开展公共外交、传播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集聚国际人力资源的重要载体。

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载体和

保障，是高等教育质量发展、内涵发展的重要机遇和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全球化时代“人”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成为可能，也使当今

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向人才资源竞争聚焦，也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资源

的国际分配和人才竞争远比过去激烈得多，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制订了发展规划和

优惠措施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把招收国际学生，吸引国际学者作为国家战略。

美国把国际学者和学生视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库，政府和大学提供奖学金，吸引国外优秀

人才到美国留学，并为高层次人才留美制订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新西兰等国家把留学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本国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

日本、法国则把留学教育作为文化推广战略的组成部门，重视留学教育的文化利益和政治

利益。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键期，我们要充分借鉴

发达国家留学教育的经验，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地

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发展来华来华留学教育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进行科学的

战略规划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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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规划方面，抓住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契机，需要开发反应高等教育发

展趋势、适合国际学生需要、类型丰富层次多样的学习项目，形成生源国别丰富，与我国政治

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来华留学教育规模，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现代大学管理

体制、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方式、课程与专业设置和师资队伍，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和

内涵发展，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目的地国家。

在战略定位方面，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在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政治利益、经

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发挥，培养大批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

才，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服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教育服

务贸易规则的重要制定者，良好维护者，引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撑和社会基础。

３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发展具有世界水平、彰显中国气派的来华留学
教育

“一个教育系统只有当它牢牢地扎根于本地的、地区的和民族的环境中，才能以它的经

验、思考能力尤其是以它的判断来丰富别国的遗产”［７］（Ｐ３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时

代教育活动的开展、教育设施的建设、课程和专业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及手段的选择都与国

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选择有关系。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全球化时代语境中的教育服务贸易必然面领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

盾。一方面是国际学生全球性、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化的教育

模式。

从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国际化的要求大于本土化，主要原因是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没有充分展开，国际化发展水平还较低，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及

教育管理机制还比较之后，参与全球教育服务贸易竞争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来华留学教育

的发展把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的经验作为重要支撑点，通过对多种教育模式的学习、

交流和借鉴，更好的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更新发展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充实教

育教学内容，提高自身全球竞争能力。

在重视国际化发展的同时，来华留学教育要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

和思维方式，体现中国价值取向和文化审美特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树立教育安全意识，掌

握教育主权，避免“西方化”和“美国化”，实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平衡、协调和互补，处理好

国际化和本土化对立统一的关系。

４融入教育信息化发展浪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体验度和影响力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不仅革新了传统

教育模式，还营造了全新的教育和学习环境。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模式从

传统的封闭性、择取性和阶段性向开放性、普遍性和持续性转变，推动着终身教育、以学习者

为中心和国际化三大教育发展趋势的发展，为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共享，跨境享受高质量

教育提供了便捷途径。

以美国著名大学为例，麻省理工学院从１９９９年推出公开课程计划，目前已经建设了超
过两千门的课程，受到广泛欢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也发布精品公开车程，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开放教学资源，成功推出了以《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为代表的在全球范围

广受欢迎的精品课程。被誉为世界最成功开放大学的英国开放大学现有注册学生二十万

人，涵盖了十八岁至七十岁的各年龄段，并在全英大学满意度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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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２０１１年首批发布的二十门精品课程在五天内访问量就超过了十万人次，显示出极
大的吸引力，也显示了受教育着对于在线学习精品课程的巨大需求和广泛兴趣，全民教育、

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非制度性学习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课题。面对信息技术与教育的

融合趋势，对于快速发展的来华留学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来华留学教育的信息化建设

严重滞后，不论是教学手段还是管理方式均受制于思维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的陈旧而

不能满足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来华留学教育应当下大力气实现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从封闭走向开放，通过思维革新，

管理创新和手段更新，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塑造来华留学教育整体生态和微观形态，改革适合

教育信息化的招生、培养和管理模式，构建智能化、信息化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

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来华留学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和学习手段，开展粘性服

务，入境学习与跨境学习相结合，发展现代远程国际教育，实现国际学生接受中国高等教育

方式的变革，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形式和途径的开拓，提高来华留

学教育的新鲜感、体验度和传播力。

５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的重大机遇，构建契合“一带一路”战略需求和
沿线国家具体需要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蕴

含着丰富的人文与教育元素，需要大批精通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

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人才。

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在提供人才支撑，开展人文

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来华留学教育作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能培养大批符合“一带一路”战略需求和沿线国家需要的大力人才，而且能促进沿线国家

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来华留学教育激活发展潜力，提高发展水平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来华留学教育应当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

更新观念，完善制度，提高质量，创新实践，确实担负起人文交流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８］。

在内涵发展上，发挥不同类型高校各自优势，开拓新增长点，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高校

参与进来，扩大教育规模，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来

华留学教育体系；挖掘和培植学科优势，统筹规划来华留学教育招收沿线国家国际学生的学

科和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相关学科，做强汉语国际教育，吸引更多沿线国家国际学生。

坚持国际视野、国际标准，创新国际学生培养模式，扎实推进教学改革，建设水平师资队

伍，优化课程和专业设置，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完善资助体系，革新理念，开拓渠道，整合

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探索产教学研融合培养模式，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资助项目，吸引沿

线国家杰出青年来华求学。

在外延发展方面，厘清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基本特点，了解他们的教育价值观、

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重视对沿线国家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的研究，充分理解沿线各国意愿，

发展满足沿线国家需要需求的来华留学教育。

树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意识，加强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建立共建合

作机制和磋商机制，共同建构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体系，推进区域内学历互任，互鉴先进经

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构建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契合，发挥基础性、引领性和支撑性作

用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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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来华留学生
微信公众号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天津医科大学　薛慧杰　郭凤林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庞大的微信用户群，微信公众号成为继官方网站、微博后各高

校为扩大宣传、为在校生提供服务的又一新型传媒模式。全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和

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和第三方平台的各项功能，自行开发建设本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并取得

了良好的使用效果。而对于来华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高校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自己建设微

信公众号，也逐渐成为高校留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关注的新焦点。

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创建微信公众号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

第一，对外宣传。借助新媒体形式加强学校的对外宣传，及时播报有关学校或有关来华

留学生的重大事件，提高校内外关注度，以达到提高学校知名度和吸引优质生源的目的。

第二，日常使用。以微信公众号为信息发布平台，及时推送有关留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

的重要信息，包括课表发放、考试安排、各种公告、活动通知等，方便在校留学生及时掌握最

新消息，进一步提高本校来华留学生管理的服务质量。

目前由高校留管教师自己开发、运行良好的微信公众号还不是很多，能直接借鉴的经验

和资源非常有限。这些留管教师了充当了其中运营者的角色，按照本校来华留学生的实际

需求开发各项功能，发送新闻并承担日常维护和更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自学摸索并积累

了经验。

一、微信公众号基本功能

高校利用微信公众号传递文字、图片、语音并实现沟通和互动的平台，为来华留学生提

供更为贴心优质的服务，同时也塑造了高校自身的企业文化，并最终形成高校自我品牌效

益。其基本功能如下：

１信息群发功能

通过群发功能，发送有关学校和留学生的重要新闻和通知等信息，使用户了解学校发展

的最新动态，第一时间掌握与自己相关的重要信息。同时，官方也依靠发布动态新闻的方式

吸引更多新用户（俗称“吸粉”）。

２提供服务功能

微信公众平台上设置菜单栏，为不同受众群体主动提供各种信息和资讯。主要包括：

（１）官方宣传：包括校方及院系的介绍、联系方式、新闻要事等。
（２）校园信息：主要包括学生选课、考试、查分等教务教学安排以及各项活动、重要通

知等。

（３）服务性信息：如留学生关注的费用缴纳、签证延期、保险赔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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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利用自动回复功能，用户可以输入想查询的内容，如与后台设置的“关键词”匹

配，事先设置的“关键词”解释就会推送出来，完成回复功能。针对个人提问，运营者也应及

时给予回复，提供帮助，与用户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高服务质量。

３其他功能

（１）统计功能：利用公众平台对用户进行数据分析，帮助运营者查看新增人数，掌握推
广渠道；通过查看图文消息的详细属性和阅读数据，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同时帮助一线留

管教师了解留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掌握学生动态和心理需求。

（２）娱乐功能：微信公众号具有强大的娱乐功能，留管教师可以根据本校来华留学生的
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功能，增强校园微信公众号的趣味性。一般来说，第三方平台

往往比微信公众平台具有更丰富的娱乐功能，经常使用的娱乐功能包括投票功能、卡券功

能、抢票功能、表白墙等等，而且新的项目还在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

二、微信公众号的前期准备

１种类的选择

根据高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的频率和提供服务的方式，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部

门更适合选择的种类是“订阅号”，每日可发出一次消息，每次可发出一条或多条信息；而

“服务号”或“企业号”两种每月只能群发４次信息，功能也不适用高校。订阅号、服务号和
企业号各项功能比较如下（见图１）。

图１　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号的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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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语言的选择

基于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对外宣传和对内使用”的目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设计

以及日常新闻推送时所选择的语言种类应充分考虑到使用群体的不同需求，单纯只使用

“中文”或“英语”的效果都不理想。实践证明，采用中英文混用、合理搭配的方式更为实用。

第一，中文使用范围。微信公众号作为学院对外宣传的新媒体形式，对外宣传意义和作

用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较早开展留学生教育、运行良好的高校，更应该借助新媒体形式加

强对学校的宣传，以达到推广学校知名度，吸引优质生源的目的。使用中文的优势在于让兄

弟院校以及相关部门有机会了解本校来华留学生的日常工作及活动，方便朋友圈的分享和

转发，起到加强交流和宣传的作用。

第二，英语使用范围。微信公众号要得到本校来华留学生主体的广泛支持，必须方便广

大留学生日常使用。快速、有效传递信息已成为来华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校园学习生活

的刚性需求，如考试安排、放假公告、留学生活动及相关学生新闻报道等，都应该用英语或双

语进行发布，真正做到为留学生主体服务，沟通无障碍。

３账号主体

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应该以官方身份注册申请微信公众号，尽量避免以运营者个

人身份申请。官方申请的优势在于正规合法，对外发布新闻消息认可度高。此外，以官方身

份注册账号，微信公众号不会因此运营者个人的离开发生瘫痪坏死的情况发生，只需更换新

的运营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继续使用，对账号的长期运行更有保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所建的账户主体是官方，但具体运营

者依然是个人，需要在申请时提交运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扫描件、手机号码、电子邮

箱以及已绑定银行卡的微信号。运营者的身份如发生变化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只需在网上

提交申请并履行相关手续即可。

三、微信公众号注册

第１步：进入微信公众平台 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点击“立刻注册”，选择“订阅

号”作为注册帐号类型。

第２步：注册账号，完成基本信息的输入，填写有效邮箱，然后“登陆邮箱”，激活账户

（见图２１和图２２）。

第３步：选择微信公众号类型，特别注意高校应选择“订阅号”（见图２３）。

第４步：信息登记，高校应选择的类型是“政府”。点击“政府”后进入下一步（见图

２４），填写信息，完成“主体信息登记”和“运营者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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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微信公众号账户注册有关“基本信息”填写

图２２　微信公众号账户注册有关“邮箱激活”

图２３　微信公众号类型的选择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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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微信公众号账户注册之“信息登记”

　　第５步：填写公众号信息（见图２５），包括公众号名称、功能介绍，选择运营地区。

图２５　微信公众号账户注册之“公众号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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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６步：注册步骤完成，因为高校属于“政府”类型，须在３０天进行“微信认证”，审核通
过才算注册成功。

四、微信公众号认证

为确保公众号运营者和用户双方的合法权益，官方公众号需进行“微信认证”。认证主

要有两个好处：

第一，微信认证后，用户搜索时排名靠前，具有认证标识，可信度高，更容易受人关注。

第二，微信认证后，运营者利用丰富的高级接口可以做出有别其他的特色和更多功能，

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服务，如跳转外部链接、用户分组、上传和下载多媒体文件、对用

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等等。

１认证材料

（１）组织机构代码证。（２）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３）申请公函（由微信官方提供，直接下载
按照要求填写盖章后扫描或拍照成电子档上传）。（４）单位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微信官方会
给对公帐户汇入一笔非常小的金额和密码信息，需运营者后续跟审核人员确认）。（５）运营者
身份证扫描件。（６）运营者用于验证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以及已绑定银行卡的微信号。

２认证申请（见图３）

图３　微信公众号认证流程图

方法一：进入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微信认证＝》开通。
方法二：进入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公众号设置＝》帐号详情＝》申请微信认证。

３相关费用

（１）认证费用：需一次性支付３００元／次审核服务费用，认证无论成功或失败，都需要支
付给第三方审核机构的成本费用（审核服务费）。

（２）年审费用：完成微信认证后，微信公众平台会显示下次年审的时间，并在认证到期
前３个月在“通知中心”中发送信息提醒用户进行下一年的年审。如继续使用，需再次交纳
微信认证审核服务费３００元／年。如果不继续年审，该公众号微信认证将被取消，名称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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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其他人可以再申请使用。

４第三方审核

收到打款后，微信认证申请将被派发给第三方审核公司进行审核。审核过程发生任何

情况，如信息有误、资料缺少等，审核人员会主动联系运营者。运营者可以通过点击微信公

众平台“通知中心”了解认证过程进展，也可以拨打第三方审核公司的客服热线咨询审核进

度。一般情况下５个工作日内微信认证审核可以完成。自认证提交资料申请起，３０天内有
３次重填／补充资料的机会。一旦通过认证，公众号即为认证加 Ｖ的公众帐号，用户可在手
机通过点击“帐号主体”查看认证详情。

五、微信公众号运行

学校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完成注册及认证工作后，就可以进行各

项设置和日常使用，主要包括以下各项工作：

１设置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头像、二维码、微信号、功能介绍等，微信公众号基本信息设置的方法：进

入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公众号设置（见图４），具体应注意：
（１）头像：头像要尽量选择高清图片，能够直接体现定位，建议使用高校具有特征性图

片，如校徽、标志性建筑等，方便留学生查找。

（２）微信号：必须以字母开头，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及符号，６－２０个字符，需特别注意的
是，微信号设置后不可更改。

（３）功能介绍：内容可以是简单的介绍词、欢迎词、用户数量统计（您是第位关注
者）、或者是引导性的使用说明。尽量简明扼要，引人入胜，或体现一定的功能性。

图４　微信公众平台基本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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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编辑菜单栏

考虑到菜单栏兼顾宣传和服务的不同作用，编辑菜单栏时要特别注意结构、内容的设置

以及相关语言的选择。菜单栏可设置一级菜单３个（最多），每个一级菜单下可添加二级菜

单（也称子菜单）５个（最多）。菜单栏的编辑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在第三方平台上完成，

具体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菜单栏名称：菜单栏的名称受空间限制需简明扼要。通常每级菜单栏名称的字数

都是有限制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每级菜单名称不超过４个汉字或８个字母，而第三方平台

的要求略有不同。

（２）平台的选择：微信公众平台操作稳定性高，使用更安全，如果只想编辑简单的菜单

栏，推荐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设置（微信公众平台 ＝》功能 ＝》自定义菜单）；第三方平台的

优势在于强大的功能性和操作的简便性，如果想编辑功能较为复杂的菜单栏，可以通过“授

权”的方式，在第三方平台编辑，但前提是微信公众号需通过认证，否则不能使用。

（３）使用安全：如果选择在第三方平台上编辑菜单栏，建议将所有在第三方完成编写的

内容同步保存在微信公众平台的“素材管理”中（微信公众平台 ＝》管理 ＝》素材管理），或

者在微信公众平台的“素材管理”中直接编写，然后将成品的链接直接贴入第三方平台“自

定义菜单”中，这样就可以在享用第三方平台的强大功能的同时兼顾微信公众平台的安全

稳定性。即使将来第三方平台因运营不善而关闭，菜单栏所有编辑资料也能因之前的备份

而得以保留，可以将运营者的损失降到最小。

３设定回复内容

消息回复也是微信公众号非常实用的一项功能，运营者可以通过事先编辑、设置常用的

文字、语言、图片或录音作为“被添加回复”及“关键词回复”的内容，并制定自动回复的规

则。当用户行为符合回复规则的时候，就会收到自动回复或人工回复的消息。

（１）被添加回复：用户第一次关注公众号时，微信公众号会将已设置好的内容自动发出

（微信公众平台 ＝》功能 ＝》被添加自动回复），设置的内容可以修改或删除。“被添加回

复”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种：

第一类是单纯性介绍，如本校来留学生的基本概括、本公众号可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者仅

是对新用户表示欢迎。

第二类是功能性说明，如使用说明，用户数量统计，也可以链接微网，方便用户查找分类

信息。如设置的被添加回复是纯文字类型，还应该考虑到字数限制的问题。

（２）关键词回复：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功能＝》自动回复＝》关键词自动回复 ＝》添加

规则，即可添加相应的关键词自动回复信息。可以将来华留学具有共性需求问题设置为

“关键词”，比如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保险）、Ｖｉｓａ（签证）、Ｃａｌｅｎｄａｒ（校历）、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课表）、Ｅｘａｍ（考

试安排）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明确，关注度高，特别适合使用关键词回复的方式。

关键词分“已全匹配”和“未全匹配”两种，编辑时应特别注意对关键词的设计，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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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来华留学生的输入习惯和查询需求，应把英文拼写中词首大写、全大写、全小写等各个

形式都考虑在内，如Ｖｉｓａ，ＶＩＳＡ，ｖｉｓａ，以及缩写形式，如ＩＳ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这样才能使留学生无论输入哪种拼写形式，都能得到正确的回复。

添加“关键词”有一定的规则，官网和第三方略有不同，当用户发送的信息中含有关键

词时，后台就会根据设置规则自动回复给用户；当用户发送的信息不在设置的“关键词”范

围内，终端没有回复或按后台设置回复。

（３）人工回复：运营者在收到私人留言提问后，可以在４８小时内在后台以文本留言的

方式回答。超出规定时间，运营者就只能等用户下一次提问时才能再回复。

４发布新闻

（１）内容选择：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管理部门应充分考虑到用户主体是

广大来华留学生，应该侧重多发表与留学生自身密切相关的实事要闻，让留学生以及他们的

亲属、朋友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学校和生活。

公众平台数据统计显示，留学生对自身新闻的关注度比官方行政性新闻的关注度明显

高出很多。适当、适量报道学校、地方乃至全国的要闻大事可以帮助留学生了解学校和社

会，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但要注意与学生新闻的比例和侧重。编辑留学生新闻时可以选择

英文或双语形式，编辑官方行政性新闻时可以选择中文或双语形式。

（２）发布的时限：官方公众号每月推送的新闻大致应在４条左右，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增减，以保持公众号的活跃性及大部分用户的新鲜感。考虑到新闻发布具有即时性，运营

者应该在新闻出现后尽快发布，最迟不能超过三天，并且要确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３）发布团队：优质的新闻离不开优秀创作团队，留管教师可以邀请部分责任心强、有

兴趣和能力的留学生一起完成日常的新闻发布工作。新闻团队的成员既需要拥有对新闻的

敏锐性、知识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广阔性，也要有审美、编辑的基本能力，另外还要有责任心，

做好每篇报道的把关工作。

（４）特别说明：在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新闻，一旦发出就不能做任何修改，如果有误只能

以留言的形式更正。如果新闻本身出现重大问题，可以进行“删除”处理，但只能删除正文

部分，而新闻的标题和简介部分会永久保留在“历史消息”中，并留有删除痕迹。因此在新

闻发布前，一定要认真校对，力求准确，尽量不做更正或删除处理。

５选择网上助手

随着微信产业的整体发展，网上很多第三方平台以及各种图片、文章的编辑软件不断涌

现。在公众号的开发、编辑和日常维护中，这些网上助手的使用不仅极大提高了运营者的工

作效率，更提高了公众号制作的整体水平。

（１）第三方平台：“掌声大学”、“微校”、“微盟”、“萌小助”、“微之家”等都是现在使用

较多的运营的第三方平台。与微信公众平台相比，它们的共同优势在于实用性强，操作简

便，并且主体功能都是免费的。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任何疑问，都可以在网上轻松搜到各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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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程和使用者的分享心得，非常值得推荐。

（２）图片处理软件：在图片处理和编辑过程中，很多运营者都已经放弃了早期专业性较

强的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而直接选择“美图秀秀”、“光影魔术手”等这类新型图片处理软件，他

们使用更简单，功能及效果更为强大。处理多张图片时还可使用“美图秀秀批处理”这一类

的批处理软件，更快捷方便。

（３）微信编辑器：是用来帮助运营者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文章图文排版的使用工具，网

上有很多免费的微信编辑器可以使用，比如１３５编辑器（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３５ｅｄｉｔｏｒｃｏｍ／）、９６

微信编辑器（ｈｔｔｐ：／／ｂｊ９６ｗｅｉｘｉｎｃｏｍ／）、小蚂蚁编辑器（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ｍｙｅｄｉｔｏｒｃｏｍ／）、秀米

微信编辑器（ｈｔｔｐ：／／ｘｉｕｍｉｕｓ／＃／）等。这些编辑器的使用方法相近，配套的使用教程也很详

细，非常方便日常使用。

６日常维护与更新

高校留学生管理部门的微信公众号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全新的服务渠道，其内容涉及

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定期做好信息的日常维护和更新，树立微信公众号的威信，让留学

生们感受到快捷和便利，用更为实用的信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用户加入进来。

（１）内容更新：菜单栏中有些属于周期性更新的信息，比如每学期校历、课表、考试安排

等，有些属于不定期更新的信息，如停电通知、活动告知、城市地铁新线开通等等，另外还有

日常新闻的发布，这些都需要运营者在公众平台上及时更新。

（２）正常运转：由于第三方平台稳定性稍差，通过授权设置的内容可能会出现运行不畅

的情况。因此，运营者应该以用户身份定期查看各部分的运转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维护，

把第三方稳定性弱的后果降到最低。

（３）软件更新：随着社交软件的不断开发，微信公众号的使用功能也在不断增加，越来

越多第三方平台以及各种文字编辑、制图软件不断涌现出来，运营者也应该与时俱进，在实

践中不断学习，尝试选择和使用新的网络工具，使本校来华留学生的微信公众号不仅实用，

而且精彩。

目前，各高校使用微信公众平台为来华留学生的服务的情况还不均衡，一方面，留管部

门对这种新媒体形式的了解和重视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留管教师受所学专业的限制，在

语言翻译、图文编辑、软件使用等方面的能力略显不足，成品质量还有待提高。

但作为传播校园信息、传承校园文化的新媒体形式，校园微信公众平台顺应了新媒体的

发展趋势，必然受到学生的喜欢和青睐。

广大留管教师也应该积极发挥微信公众号在管理中的广泛作用，以手机为载体为来华

留学生做好日常服务工作，更好地引导留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传递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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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高校留学生住宿
管理服务的趋同化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沈燕明　张晓臻　蔡毓彬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一直承担着培养“知华友华”、具有国际

视野的高素质国际人才的重任，２０１５年共有２７８６名各类来华留学生（不包括医学院，其中
学位生为２２９１人）在校从事学习、进修、科研等工作。

学校在闵行和徐汇校区的留学生宿舍向来华留学生提供近１３００张校内住宿床位，涵盖
８栋留学生宿舍楼。与来华留学生人数相比，住宿床位捉襟见肘，成为留学生教育的制约因
素之一。留学生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成为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

本研究主要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构建基于跨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平台

的案例及影响，从而分析和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培育留学生跨文化能力的趋同化管理服务

体系。

一、跨文化视角下留学生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在建设留学生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基于跨文化教育理念

的抓手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中外混同居住模式、亚洲青年交流项目和留学生服务保障体系。

其中，前两者为跨文化能力培育的重要载体，留学生服务保障体系则为实施跨文化教育的坚

固“地基”。

１中外混同居住模式

以校园中中外学生群体进行的富有正面意义的交流常态化作为开端，最终达成在管理

制度上的无差别是留学生管理部门需要探索的课题之一。从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上海交通大
学将中外学生混同居住模式作为一项试验性制度引入到留学生宿舍楼———桃李苑，使中外

学生有了真正“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桃李苑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正式投入使用。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共入住３４９人，其中有中国学
生２７人，来自５０个国家的留学生３２５人。中心配有多媒体会议室、一站式服务中心、多功
能厅、洗衣房等相关设施。

基于“共同生活、共同成长”的理念，同宿于一间寝室的中外学生能够在生活、学习、社

交等方面进行２４小时的全方位沟通交流。入住桃李苑的留学生由留学生服务中心进行选
拨，通过自主申请、评委面试等环节确定入住资格，入住后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自由流动。

而对于的中国学生来说，标准更加严格，各个院系和专业的全日制学生均可申请，对于

申请入住者的要求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加深亚洲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有足够的热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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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备一定领导和组织能力，三是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四

是懂礼守节，品行端正，生活习惯良好，在校期间无不良记录。

对于获得入住资格中国学生采取定期考核制和“末尾淘汰制”，实现成员的正常流动。

２亚洲青年交流项目

亚洲青年交流项目是培育留学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载体。项目采取扁平化的学生自我

管理模式，基于个人兴趣，有志于参加团队建设和日常管理的成员被分为沙龙组、晚会组、运

动组，留学生服务中心作为校内留学生服务行政部门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和一定的

物质支持。

项目管理委员会由留学生服务中心教师、中心兼职辅导员、部分入住成员共同组成，对

项目的主要架构制度以及日常运行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为了满足中外学生的需求，亚洲青年交流项目通过策划和组织一系列专门活动，帮助留

学生更好适应在华生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活动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文化体验型。例如：“大学之夜”文化沙龙通过对校史知识的探讨加深留学生

新生对母校的了解。“中国符号文化创意大赛暨书法交流会”，向留学生深入介绍中国的文

房四宝，使其进一步领略中国元素的魅力。

第二类是生活体验型。例如：上海美食沙龙引起了留学生对上海本土饮食文化的浓厚

兴趣。

第三类是社交拓展型。例如：在上海市郊东方绿舟基地举办的定向越野活动以及结合

综艺节目元素和交大特色的“奔跑吧！ＡＹＣ”拓展培训活动等都有效提升了中外学子的集
体凝聚力。

３留学生服务保障体系

硬件设施是为留学生提供优质生活服务的物质基础，制度、服务等软件是提升留学生服

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优质的硬件设施和人性化的软件服务相辅相成，能够使留学生对所

在学校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大幅度提升相关管理部门与其沟通的有效性。

２０１５年７月的调研显示，入住桃李苑的留学生对于学校住宿和相关服务的满意率（４分
以上，满分为五分）为 ８５７％，相对于入住其它徐汇校区留学生宿舍楼的学生要高出
１５３％。桃李苑主要从服务、信息和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好留学生的
服务与管理工作。

首先是服务“一门化”。学校在桃李苑一楼设立一门式服务中心，可以办理留学生学籍

管理、招生、奖学金事务、出入境管理与服务、住宿、保险、学生活动事务、楼栋物业等业务。

同时，学校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将具有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引入桃李苑，配备掌握双

语的客服人员，确保学生的合理需求能全天候地得到响应。

其次是信息“网络化”。由留学生服务中心牵头，对宿舍管理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

升级后，留学生可以通过宿舍管理系统进行自助式的预订、换房、网上缴费等操作。宿舍管

理的信息化不仅方便了学生，更优化了管理模式，提升了管理效率。

最后是管理“互动化”。实行每月例行的联合安全检查制度，由留学生服务中心、亚青

项目成员和物业管理部门派出相应代表对寝室进行安全检查，事后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国

际学生公寓住宿管理办法》对违反规定的学生视情节予以警告、严重警告和取消住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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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分。

此外，由亚青项目成员作为核心，将入住桃李苑的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基于网格化管理

模式，在出现紧急事态后能够在官方介入前实现快速反应，互帮互助。

二、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平台对留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影响

从２０１４年起，基于趋同化管理服务的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对留学生管理与服务机构进
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同时也对构建留学生住宿趋同化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总的来说，平台以留学生培育留学生跨文化能力为导向，优化入住学生构成，提升混合

入住体验，为中外学生构建生活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交流平台，在培育留学生跨文化能力方面

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为了探究和分析此种影响的具体表现，也为了进一步优化平台的跨文化能力培育功能，

笔者在２０１６年１月对入住桃李苑及参与亚洲青年交流项目的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１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为了探究中外混同居住模式和亚洲青年交流项目对培育留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影响，本

次问卷调查分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的被试样本来自全体曾经与中国学生混同居住

并参与过亚洲青年交流项目活动的留学生，发出问卷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７份（Ｎ１）。对
照组的被试样本来自其他留学生，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出问卷６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５３份（Ｎ２）。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０份（Ｎ），问卷的设计主要基于朱国辉的《来华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问卷》，并根据本研究所需要的测量目的进行了修改。

对社会文化适应能力和学业适应能力测量项目进行的修改，主要根据对拟使用量表的

预试反馈结果挑选了留学生认为最能反映社会文化和学业方面跨文化能力的项目。被试基

本情况描述如下（Ｎ＝Ｎ１＋Ｎ２＝１００）：
（１）性别：女性６１％，男性３９％；
（２）宗教信仰：伊斯兰教１５％，基督教（含天主教和东正教）３６％，佛教１７％，其它宗教

２％，无宗教信仰３０％；
（３）国籍：亚洲３５％，欧洲２１％，北美洲１３％，南美洲１２％，非洲１５％，大洋洲４％；
（４）在校时间：平均为２３年，１年以内４５％，２－３年３２％，３年以上２２％；
（５）学生类别：本科生６２％，硕士研究生２３％，博士研究生５％ ，交流交换生１０％；
（６）汉语水平：非常好２３％，比较好２５％，一般３２％，不太好１７％，非常不好３％。

２社会文化方面的跨文化能力

留学生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跨文化能力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留学生运用中国社会文化的

知识和技能与他人进行沟通，进行社会交往和方便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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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留学生社会文化方面的跨文化能力：得分对比

　　　社会文化方面的跨文化能力
实验组

Ｎ１＝４７
对照组

Ｎ２＝５３
优势组

１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差异 ３８２ ３５４ 实验组

２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分析问题 ２９５ ２７６ 实验组

３理解中国的价值体系 ３７６ ３１５ 实验组

４习惯中国的人口密度 ４５２ ４６ 对照组

５习惯中国的礼仪规范 ４２３ ３９２ 实验组

６适应中国的食物 ２７６ ２８２ 对照组

７与不同种族的人交流 ３５１ ３５６ 对照组

８参加社交活动（包括聚会、典礼等） ３７８ ３６２ 实验组

９与他人（包括中国人）共同居住 ４２ ３１２ 实验组

１０习惯中国的生活节奏 ３８７ ３０５ 实验组

１１认清道路，准确抵达目的地 ４０２ ３８３ 实验组

１２购物 ３７６ ３８２ 对照组

１３让别人理解自己 ３３５ ３３１ 实验组

１４理解中国的笑话和幽默 ３８１ ３１２ 实验组

平均得分 ３７４ ３４４

从得分对比情况来看，相对对照组的留学生，实验组的留学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跨文化

能力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尤其在共同与他人生活、了解中国文化、本土化思维习得方面有

着明显的优势。这也反映了中外混同居住的生活经历和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对培养社会文

化方面的跨文化能力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

３学业方面的跨文化能力

留学生的学业方面的跨文化能力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留学生运用中国学术系统和资源

与教师、同学进行沟通、习得知识以及获得学术成果的能力。

表２　留学生学业方面的跨文化能力：得分对比

　　　学业方面的跨文化能力
实验组

Ｎ１＝４７
对照组

Ｎ２＝５３
优势组

１课堂发言 ２９６ ２９５ 实验组

２通过考试 ２８３ ３１５ 对照组

３课堂上做笔记 ３１ ３３２ 对照组

４习惯中国老师的教学方法 ２９２ ３５１ 对照组

５按时完成作业 ３８５ ３７３ 实验组

６习惯中国老师的评分方式 ３５６ ３５５ 实验组

７选择自己想学习的课程 ３６５ ３６７ 对照组

８坚持上课 ４１３ ３９２ 实验组

９与老师建立和谐的关系 ３５２ ３７６ 对照组

１０参加课外活动 ４２２ ４１３ 实验组

１１使用图书馆 ３３６ ３４３ 对照组

平均得分 ３４６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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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得分对比情况来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留学生在学业方面的跨文化能力没有明显的
差异。这说明了中外混同居住模式以及跨文化交流活动对提升留学生学业方面的跨文化的

作用还有待加强。

三、讨论与分析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留学生住宿管理服务趋同化成为高校的重要

选项。本研究根据已有的经验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以下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１顶层设计，完善跨文化教育保障机制

良好住宿条件对于吸引留学生来校学习，开展形式多彩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是必不可少

的基础保障，例如：考虑到大多数留学生偏好单住的习惯，学校可以加大宿舍楼栋的改造力

度，增加单人间的比例；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倾向于进行头脑风暴和团体讨论，学校便可

以在宿舍楼中适当建设若干学习交流功能用房。

在软件方面，可以考虑在校级层面设立专门的留学生服务机构，尝试留学生管理的创新

模式，并以此探索构建趋同化管理服务体系。此外，同时可以以具有专业化知识和国际化视

野的辅导员队伍为基础，打造中外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和服务平台，营造双语办公环境。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遴选具有丰富国际化工作经验的辅导员组

建工作组，定期召开主题沙龙，全面提升学生工作国际化水平。

２整合资源，引导留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

学校留学生主管部门充分整合第一和第二课堂在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资源，实现教

学要素和校园文化资源互通共享，依托相应平台引导留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是提升

留学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途径。

首先，可以加强留学生团队组织建设，发挥留学生会、学生社团的积极引领作用。留学

生团体组织是校园跨文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同时，这些团体组织的领导者甚至参

与者在群体中都具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对于群体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言而喻。因此，长期

注重完善留学生团体组织的内部架构建设、留学生干部的培养，是发挥高校留学生住宿跨文

化育人能力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可以依托上述学生团队打造品牌活动，共建温馨家园。可以通过在留学生宿舍内

举办诸如迎新晚会、圣诞晚会、感恩节聚餐等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留学生品牌活动将大多

数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共同纳入到跨文化交流圈当中。同时，学校也能通过这些品牌活动

来宣传一些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精神，比如：以老带新的互帮互助精神、富有凝聚力的团结

协作精神、感恩精神等。中外学生的精神凝聚能够为留学生宿舍管理服务的趋同化带来有

力的支持。

最后，可以依托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的平台，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式定期动态跟

踪入住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适应等能力，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引入优胜劣汰的机制，并及时

择优替补，实现入住留学生的动态平衡。

（本文得到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来华留学研究课题经费资助，课题

号２０１４－１５Ｙ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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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分析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董淼　李滚　刘洋　蔡明均

“十二五”期间，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将国际化作为学校三大核心发展战略之一。

２０１０年我校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自此我校留学生学位培养伊始；截止２０１５年底，我校共
有留学生４４７人，涵盖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学位。

根据规划，到“十三五”结束时，在校长期留学生规模将突破８００人。其中，由于我校的
主要生源地的分布情况，奖学金生将占相当大的比例。

留学生奖学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１］，通过奖学金的

良好的激励与导向作用，调整生源结构，调动留学生积极性，对于培养高素质留学生人才具

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校奖学金制度的基本现状是：奖项设置较为单一、激励与引导作用较不明显、以

及参与学院较少等。针对我校留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的现状与趋势，生源结构发生变化以及

企业需求多样性的新常态，我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政策，以促进、提升我校留学生

培养质量。

本文介绍并研究了我校各类奖学金制度现状，结合我校各类奖学金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阐述了现有奖学金制度对留学生的学习、物质激励与导向作用，为优化、完善奖学金政策提

供数据支持和参考建议。

一、我校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种类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类：中国政府奖学金（简称：ＣＳＣ奖）、
外国政府奖学金（如巴基斯坦高教委奖学金、沙特政府奖学金等外国政府设立的奖学金）、

成都市友好城市奖学金（简称：友城奖）、电子科技大学全额奖学金（简称：学校全奖）、电子

科技大学部分奖学金（简称：学校半奖）、其他奖学金。我校来华留学奖学金类型详细介绍

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我校来华留学奖学金一般分为４大类：
中国政府奖学金：由中国政府出资，留学基金委负责管理，奖学金内容涵盖学生的学杂

费、住宿费以及生活补贴［２］。该奖学金项目主要资助在华学习的高层次留学生。我校名额

比例约为３２％。
外国政府奖学金：由留学生所在国家政府、机构出资，所派出国家大使馆负责管理。奖

学金资助项目根据不同国别有所不同，每年我校名额约为１０名，比例约为１７％。
地方政府奖学金：截止目前我校仅有成都市友城奖学金，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

为来自与成都市系国际友好城市（含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城市）的外国学生设立奖学金［３］。

该奖学金能够支抵７０％学费，同时可根据相关协定免除学生住宿费。由于该奖学金项目面
对特定群体，因此我校名额比例约３５％，且每年名额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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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校来华留学奖学金类型（单位：元／年）

奖学金类型 经费来源 学生类别 总奖金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补贴 其他 备注

ＣＳＣ奖学金 中国政府

博士 ９２８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

硕士 ７４２００ ２９０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

本科 ６６２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

外国政府

奖学金
外国政府 各国标准不一，基本与政府奖持平

友城奖学金 成都市政府

博士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免 ／ ／

硕士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免 ／ ／

本科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免 ／ ／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免住宿费

学校奖学金

（全奖）

电子科技

大学
本硕博 ／ 免 免 ７５００ 免学费、住宿

学校奖学金

（半奖）

电子科技

大学
本硕博 ／ 免 ／ ／ ／ 免学费

学校奖学金（分为全奖、半奖）：由我校自筹经费出资设立，该奖学金主要通过学费、住

宿费减免制度等形式来吸引学生。学校于全奖同时亦提供７５０元／月的生活补助。每年全
奖名额比例约位当年录取人数的１８３％；半奖名额约为４１３％。

设立来华留学奖学金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我校学习深造，以扩大招生规

模。在招收留学生初期，我校通过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等奖励手段，吸引了大量留学生，

从而使留学生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奖学金资助来源单一，造成了目前优质生源少，奖学金

吸引力低的现状。

因此，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来华留学奖学金制度，优化奖学金设置，提升

奖学金吸引力，以达到吸纳各层次优秀留学生的愿景，从而为学校后续发展奠定好基础：

（１）增加企业或合作科研机构奖学金。通过企业冠名的方式赞助奖学金，将留学生招
收与本地的大型事业单位、跨国企业紧密联系。每年我校可推荐一定数量的优秀企业奖学

金获得生到相关公司实习，助其熟悉公司文化，增长才干，同时为跨国企业的本地人才骨干

培养计划提供支撑，实现“学校—学生—企业”的多赢格局。

（２）优化校奖学金全奖设置。学校全奖是学校授予留学生校内的最高奖励，然而与政
府奖学金的对比中发现，学校全奖在名额分配、资助力度等方面明显不足；同时，又与学校半

奖奖励力度的区别不大，导致全奖获得者经济受惠不足以及荣誉感欠强。因而该类部分留

学生在校期间仍需通过兼职或向指导老师求助等方式来获得额外的生活费用。因此，需要

加大该类奖学金的资金支持与资助落实力度，以增强该奖项对留学生的吸引力。

（３）完善学校半奖的激励机制，树立模范榜样。学校半奖主要是通过减免学费等方式
降低留学生入学门槛，以达到吸引生源的目的。目前，虽然该奖项的覆盖比例最高，但是在

奖学金的评定中，缺乏针对该部分学生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存在该类学生获奖困难的问

３５



题，造成部分留学生参与积极性低和相关榜样效应影响不足的现状。今后可以设置针对性

较强的在校奖学金，引导、调动留学生的积极性。

（４）扩大其他类别奖学金的影响力。例如，针对友城奖、国别奖学金的评选面向特定群
体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扩大宣传，优化申请流程的方式，以提高该类奖学金的申请批准率，

进而加大对特色留学生的吸引。

二、我校在校奖学金种类

为了激励在校留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参与学生活动、社会实践等，我校设置了在校奖学

金，并制定了《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制度》，特设立三类奖学金：１学业优秀奖学金。２表现
优异奖学金。３成电杰出留学生。此三类奖学金旨在表彰与鼓励优秀的留学生，树立榜
样，激发留学生学习动力，使留学生充分发挥潜力，从而使其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评选程序：首先，国际教育学院向留学生公布当年的奖学金评选政策；其次，符合申请条

件的留学生准备相关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再次，国际教育学院对学生的材料进行初

审，并进行排名公示，接受学生的异议，公示期后将初审材料提交奖学金评定小组进行评审，

国际教育学院将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在规定时间无异议即可获得奖学金，并将相关结果抄

送给各个学院。在校留学生奖学金的比例与金额如下表２所示。

表２　我校在校留学生奖学金种类

奖项 等级 比例 金额（元） 备注

学业优秀奖 分三等级

５％

１０％

１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比例为：占申请人数

表现优异奖 分三等级

１％

２％

２％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００

比例为：占在校人数

成电杰出

留学生
２ １５０００／５０００

获奖留学生将推荐到学校“成杰”评

选中。获奖者将拿到１５０００元

三、我校在校奖学金分析

本文根据我校在校奖学金的评选结果，从学业与表现两个维度来讨论现行奖学金制度

存在的问题。２０１５年，学校共有６４人申请奖学金，申请率为３０％。学业奖的评选分年级进
行，国际教育学院对学生的核心课程进行加权平均，论文按照相应档次加分，对最终成绩汇

总排名。表现奖的评选按照参与活动情况、担任职务的级别、获奖成绩及贡献大小等进行汇

总加分，对最终成绩进行排名。我校各类型留学生获奖情况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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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校在校奖学金分析
国别奖与地方奖群体较少，暂不做统计分类

通过图１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有益的结论：

１加强在校奖学金项目评定前后的宣传及教育管理

通过留学生入学教育等方式，对各类奖学金评选政策及意义进行宣传，把奖学金设置的

初衷、性质以及内涵传递给留学生，增强留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的认同。

同时，以往的奖学金获奖者的优秀事迹对于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留学生也具有很强的说

服力与感染力。对获奖留学生本人及历程进行宣传，既可以树立榜样，又有很强的参照性，

增强奖学金的“荣誉效应”［４］、“引导效应”和“激励效应”。通过对奖金发放工作进行适当

宣传，调整奖学金发放次数频率，有助于在留学生群体中形成良好的认同与趋向感。

２优化在校奖学金设置，增强其激励效果

从学业获奖情况中可以看出，政府奖获奖人数达到了６１８％，占据着主导作用。一方
面，获得政府奖的留学生会对本群体的其他留学生或者本国的其他留学生产生激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奖生的主导地位会导致其他群体留学生获奖人数低，从而降低其激励作用。

考虑到政府奖生从各方面获得的资源都比其他类学生多，对于现有奖学金设置需要更

加倾向于其他类留学生。同时，在学业奖中，学校全奖获奖人数占其比例最低，仅为４％。
通过交流，笔者发现该类大部分留学生都有做兼职补贴生活费用的习惯，这将导致他们投入

在学习、科研上的精力减少。

３细化奖学金类型，增强奖学金的导向作用

从表现优异奖获奖情况中可以看出，三类奖学金生的表现都很积极。这些留学生中有

些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活跃分子；有些积极参与到学生组织中，成为活动组织、策划的骨

干力量；有些能歌善舞，活跃在各类舞台上。

笔者认为学校在今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部分单项奖，专门用于引导与奖励在某些领

域有积极贡献的留学生。比如：设立社会实践奖，优秀企业实习生、专业奖等，引导留学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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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各类社会、学校、企业活动中，并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热爱中国文化。

４改进奖学金的评定体系，实现全员参与

随着我校留学生规模的不断增加，现有的评选制度，对于学生的激励性与导向性正在逐

步降低。随着培养学院数目的增加，今后可以采用校院两级体系的奖学金评选方法。

在我校奖学金制度管理办法下，学校可根据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制度制定当年奖学金评

选办法。各院系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制定可操作的评定规则，在院内面向留学生

公开评选。根据各学院提交结果，学校认定后予以公示。通过调动学院的积极性，奖学金的

宣传与评选工作等能够更好的实施。

５完善其他类留学生的奖励补助政策

在现有奖学金制度下，对于自费生或学校半奖生激励与引导政策非常少。目前，该类奖

学金生参与奖学金评选的积极性以及获奖比例都很低。即使获得了奖学金，奖金金额的影

响与作用也难以达到其预想。因而他们在校期间势必会多少把精力分散在兼职与获取生活

费上。

奖学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来华留学生学习深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分析了来

华留学奖学金制度现状，研究了在校奖学金制度对于留学生的激励性与导向性。根据实际

情况，提出优化奖学金设置，增强奖学金宣传与教育，改进奖学金评定体系等建议。

今后，通过改进的奖学金体系能够更好地为我校留学生培养做好服务，提高我校来华留

学事务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１］　刘慧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现状分析［Ｊ］高校教育管理，２００８，２（４）：７７－８０
［２］　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解读［Ｒ］，２０１５０３
［３］　成都市教育局对外交流合作处 成都市国际友好城市留学生政府奖学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Ｒ］，２０１４０３
［４］　陈婉琳对高校奖学金制度问题的思考［Ｊ］，理工高教研究，２００８，２７（４）：５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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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回顾
———对外汉语教师的先辈们在做什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徐小旋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了学界的新热点。“任何一个学科的确立都包

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历史。前者揭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理论构架和学术范

畴；后者则说明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从历史形态上对学科的理论体系给以确证”。简言

之，历史是一切学科史的基础。史为今用，是人们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众所周知，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但这个新生的学科并非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它正是在先辈们的探索和实践中积累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这项生气蓬勃的

事业。作为对外汉语事业的参与者，我们要自觉地学习和研究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经验，铭记

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在数千年漫长的封建时代，汉语作为中国先进文明的一种代表，以惊人的速度和范围在

东方诸国传播开来，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明清以来，

伴随着贸易的往来和交流的深入，西方人大批来华，他们以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研究汉语，

为汉语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东西方学习汉语的目的、方式和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学习汉语的热潮也出现在不同的

时代，因此笔者将两者加以对比，做一简单梳理，希望能总结出一定的经验和不足之处，以便

读者未来更深入地研究。

一、东方诸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特点

（一）汉语学习得到学习者本国的重视

汉代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各国来华开展贸易活动的商人不绝如缕。随后佛教

的传入，又带来了古印度的僧侣和大量亟待翻译的佛经。关于这些外来僧商向中土人士学

习汉语的记载，虽然文献零星，但可以推断出，学习汉语是这些外来人士的当务之急。

除了民间自发的学习热情，其统治阶级对汉文化也表现出钦慕，《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东汉明帝曾经为功臣樊、郭、阴、马四氏子弟设立学校，时称“四姓小侯学”，其声名日彰，“匈

奴亦遣子入学”。

唐代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以来的第一个高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

记载：“（贞观中）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

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规模可谓壮观。

朝鲜半岛的三国新罗、百济和高丽一直都非常重视培养汉语人才，有专门的教育机构进

行汉语教学。高丽国的民间学校“扃堂”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扃堂所学之书有“《五经》、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史著作，而且有《玉篇》、《字统》、《字林》等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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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著作及《文选》这一著名的历史诗文选本”。忠烈王二年（１２７６查出处）又专门设立了
通文馆进行汉语和蒙古语教育。到了朝鲜时代，通文馆又改设为司译院，培养汉学、蒙学、倭

学和女真学等“四学”人才，也就是进行汉语、蒙语、日语和满族语教学。

在日本的遣唐使和朝鲜新罗百济的“遣子入学”之后，明代又出现了一种官生派遣制

度。所谓“官生”，即向中国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官生派遣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明史 选举

志》：“日本、琉球、新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明史 琉球列传》云：“（明洪武）二十五

年夏（１３９２），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
袭。”而各国统治者的热切求学的姿态，也使得官生制度能在朝代更迭中得到保障，因此这

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

（二）来华留学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

中国方面的重视、唐政府的扶持，是唐代汉语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的汉

语传播学习，主要在朝鲜半岛、日本两大地区，来华的学习者主要是官派留学生和僧侣。一

方面，唐王朝的疆域辽阔，国富民强，先进的文明和独具魅力的唐文化，是吸引周边国家学子

来华深造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唐代独有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大国形象。

历史上，来华留学生大都受到重视，这是唐代开创的优良传统。唐代的官派留学生一律

被安排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唐代的国子监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

律学、算学、书学。前三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后三学分别培养律令、算术和书法专门人才。

对留学生的管理与教学均与国内学生无异，教师即国子博士及助教。据《旧唐书》记

载：“开元初，（日本）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由于

国子监的教育对宣扬儒家文化效果良好，因此就在古代的留学生教育中被保留了下来，自唐

以来，对外国留学生的教育就一直在国子监进行。而赵玄默则被认为是首位官方对外汉语

教师。

唐代的留学生待遇优厚，除了生活上得到中国与其本国的资助外，更具代表性的是开明

姿态的“宾贡科”。宾贡科是指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宾礼相待，准其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

亦可授予官职，在华任职。据《东文选》卷８４崔瀣《送奉使李仲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
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佑终，凡登宾贡科者

五十有八人。”

国家在大量吸收留学生的同时，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也比较严格，并为他们的培养做出

了具体规定。《明史 职官志》载：“凡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土官、外国生、幼勋

臣及勋戚大臣之子弟入监者，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

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

（三）早期教学内容以灌输儒家学说为主

仰慕中土文化的东方诸国，大多仿照中国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及教育制度。在唐代，朝

鲜半岛上的新罗于６８２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７８８年仿唐实行科举制，以儒家
之五经三史为考试内容，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通习中国文化，尤其是

儒家学说的程度来选拔官吏。对于新罗学子来说，无论是在国内建功立业或是在华博取功

名，学习儒学都是唯一的手段，这大大加强了儒家经典作为汉语教材的地位。

明清两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官生来华后也要求学习八股文。但当时一些国家并无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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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官生归国后学非所用，因此后来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调整。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时
任琉球官学教习的潘相在官生郑秉哲等人学成请归的谢恩书上注云：“琉球不设科目，故不

学制艺，所欲讲者，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所欲学者，诗与四六及论、序、记，而四六尤

要”，这段话指出了做出调整后的教学内容，但以儒学为正宗的核心教育理念并未改变，儒

家经典充当汉语教科书的传统地位也并未被撼动。

潘相也在其所著的《琉球入学见闻录》中记录了官生在华学习的学规，其中涉及汉语学

习的只有“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讲《近思录》。饭后，讲经

数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讲书之时，诸生以齿序立，专心听

讲，或有语言不通，意义未晓者，须再三问明”。

此学规提到的学习内容与步骤，与中国国内学子并无甚区别，没有针对留学生的专门语

言教学课程，教科书就是“四六古文”。虽然提到不懂的地方要“再三问明”，至于怎样才算

“问明”，则没有涉及。

（四）对外汉语向注重口语发展

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主要在海外率先发展起来。比较著名的是元末出现在古代朝鲜半岛

上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乞大”即“契丹”－－原本指的是建立辽（９１６
－１１２５）的契丹人，用来泛指北中国及当地的居民。“老乞大”就是“老中国”也就是“中国
通”。而“通事”是指翻译、译者，“朴通事”就是“姓朴的翻译”。

现在推测两书大约成书于高丽朝末期，相当于中国的元末。两书都是会话形式，使用的

是当时地道的汉语口语，内容涉及旅行、贸易、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老乞大》侧重民间贸

易，《朴通事》侧重官员交流，可以说后者是前书的进阶篇。这两部教材在当时的汉语教科

书中极具代表性。下面主要介绍《老乞大》一书。

《老乞大》全书一万余字，以一个高丽小商团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

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通览《老乞大》全文，可做中国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作为

教材的《老乞大》，则采用了分段并加小标题的做法，分设场景，既在内容上做到了环环相

扣，又遵循了由易入难的进度，从简单常用的日常对话开始，逐步深入到贸易、法律等商业

领域。

在日本，汉语教育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古代典籍的研读上。交际汉语的发展始于

“唐通事”。江户时期（明末清初）日本开始施行锁国令，仅对荷兰和中国开放长崎作为门

户。为了满足贸易实务及沟通翻译上的需求，设立了“唐通事”一职，任务主要是教授唐话，

即汉语口语。

鉴于强盛的西欧和固步自封的满清，日本深感学习西欧先进文明的迫切性。此时的实

务汉语已远远不及荷兰语甚至汉学的地位重要，已经成为纯粹的工具语言，于是唐通事应运

而生，从１７世纪初至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了两个半世纪。
“唐通事”一般选派当时在日定居的华人担任，为父子相传的世袭制，采用中国传统的

私塾启蒙教育方式教育子弟。虽然“唐通事”已是专职教师，但其内在仍是家学传统，传播

不广。

“唐通事”的贡献在于，他们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选择并编写了教材，当时

各家采用的均是自创的教学用书，其中《唐话纂要》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语教本而

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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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事”的教学内容在初阶以《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练习发音。

经过发音的训练之后，开始背诵二字或三字的词或词组，如“恭喜”“多谢”“请坐”“好得

紧”“不晓得”“吃茶去”，再进阶到四字五字的短句，一切以实用为要。

二、西方的对外汉语教学———近代以前的对外汉语教学

（一）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开端

明末西方人大批涌入中国进行传教和贸易，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最初西方人

学习汉语的客观环境比较恶劣，主要有两个方面：没有针对西方人的汉语教科书，东西方的

敌视和误解，后者一度使得对外汉语教学活动成为违法行为。

１６世纪末，利玛窦在澳门看到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
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

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

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

在早期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传教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

后，范礼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ｉ，１５３８—１６０６）作为耶稣会远东负责人定下了来华传教“最要
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在他的坚持下，澳门开办了汉语班，从此拉开了西方人早期学习汉

语的序幕。

范礼安之后，意大利入华传教士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和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成为明末最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进而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

为了改变在中国传教步履艰难的境况，利玛窦提出“适应和尊重”儒家文化，尊重中国

人习俗的传教路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方人发现，要在中国进行传教，就要对汉语有系统地学习，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

此后，传教士著述愈多，辞典、教材、儒学译作无所不括，逐渐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

人学习汉语的高潮。

（二）西方人主动学习研究汉语

明末以前，外国人学习初级汉语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本土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

家诗》等。明末大批西方人来华以后，才开始从全新的视角观察汉语。这一时期的汉语教

学活动由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共同展开，但后者在研究的深入程度上远胜于前者。

１９世纪西方的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已相当成熟，正好用于汉语教学研究。此前西
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认识是空白的，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其予以描写。

西方学者们一般从官话口语入手，用罗马音对汉语语音进行描写，并进行中西词汇、语

法特点对比，并用大量的句例加以佐证，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汉语教材和词典。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ＪｏｓｅｐｈｄｅＰｒéｍａｒｅ，１６６６—１７３６）的《汉语札记》（Ｌｉｎｇｕｅ
Ｓｉｎｉｃｅ）是第一本较为系统的汉语语法书，也是他在中国学习研究汉语三十余年的成果，以拉
丁语写成，专为欧人学习汉语之用。

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７８２—１８３４）在１８２３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华英字典》，成为中
西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汉对照字典。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向世界范围的传播，

带动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热潮。

０６



（三）北京官话的传播和《语言自迩集》

１５７９年葡萄牙传教士初到澳门，都自觉而明确地把学汉语官话作为首要任务。“第一
件事就是学中国话──宫廷里的官话，全中国所用的话。”在行遍了华夏大地的大部分省份
之后，传教士们在观察与交往之中很快领会了汉语学习的终南小径，这就是学习一种在如此

辽阔的土地上最有效率的语言———北京官话。

北京官话地位的确立，的确解决了当时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荷兰人霍夫曼（Ｊ
ＪＨｏｆｆｍ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７８）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教授，曾服务于荷属东印度公司，具有很高
的汉语造诣。他指出，学习中文的最大障碍是中文的书写和发音之间的奇特联系。

他发现在不同地区，口头语言间的差别非常之大，然而中国官员们不依赖文字也能进行

交流。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官场上使用着一种从北京方言中提取出来的正式语言。他使用了

一种比喻———就像“国家级高速公路与省级道路之间的关系一样”。因此，即使未来很可能

使用南方方言进行工作，也应当接受官方语言的基本训练。

英国人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ａｍｃｉｓＷａｄｅ，１８１８—１８９５）曾长期负责英国海外雇员的汉语教
学工作。为供在华英国人学习汉语之便，他于１８６７年出版了《语言自迩集》。《语言自迩
集》容量巨大，内容包括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本、一百多年前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

研究，是当时众多汉语研究著述中的集大成者。仅从对外汉语的角度而言，这是一部注重现

代汉语口语教学，并用拉丁字母注音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先河之作。

“自迩”，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解释为行远、

登高，需从近处、低处开始。此书的英文名称是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ｕｒｓ（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
指出了语言学习的途径。

英语版侧重其教材性质，因此副题为：“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ｓＳｐｏｋ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专供学习通行于首都和直隶
衙门的汉语口语的学生使用）。这个副题表明它是以北京话为语料的口语教材，也指明了

教学对象。

中译本侧重其史料价值，副题为：“１９世纪中期的北京话”，指明了时代和性质。此处的
“北京话”，并不是北京土语，而是通行于政府及社会各层面的公务用语，即北京官话。

确定北京官话的地位之后，威妥玛借用了拉丁字母为汉语创制了拼音系统———威妥玛

拼音。它成功发展了用拉丁字母写汉字地名的方法，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它都是流行很广

的中文拼音方案，如“北京”拼写做“ｐｅｋｉｎｇ”等。在中国，直到１９５８年《汉语拼音方案》产生
之前，基本上用的都是威妥玛拼音。

后来英国人翟理斯（ＨＡＧｉｌｅｓ）在其《汉语词典》（１９１２年出版）中，对威妥玛的标
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形成了“威妥玛—翟理斯式”。

威妥玛拼音诞生之后被广泛地运用于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之

中文人名及地名的译音等等。这套音标历时百年，其长处和优势不言而喻，其创制过程中使

用的经济原则和一致原则，也为汉语拼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对外汉语教学未来展望

汉语教学在东方的历史之悠久，传播范围之广，对文化的烙印之深，都是世人公认的。

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和睦友好，交流频繁，与汉语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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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学科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长期停留在“直觉—经验”期，理论和实

践都比较落后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自唐以来，中国官办的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但基本以儒家经典和历

代诗文作品为基本教材，国子监有悠久的汉语教学史，却始终未能编写适合外国学生实际需

求的专门的教学和学习材料来，致使语言学习长期依附于文化学习，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同时又有求学目的、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就造成了东方诸国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明显缺陷：语言能力的失衡———“读写能力较高而听说能力较低”。

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主要在海外率先发展起来的原因，就在于为了来华后直接进入国子

监学习，留学生都会在其本国接受一段时间的初级汉语教学，即是说，来华的留学生已粗通

汉语，在国子监接受的是高级汉语知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没

有意识到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巨大区别。

当然，这种从外部对语言观察的缺失与漠视与我国“天朝上国”的大国心态是分不开

的，而科技落后，交流不畅的局限，则让我们失去了许多整理保存宝贵经验的机会。

与东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是自觉与主动的，

这种主动性有其历史原因———来华传教士强烈的使命感和借宗教之名的殖民掠夺。早期西

方人学习汉语多为“自我教学”，即西方人教授，西方人学习。这种教学已经脱离了严格意

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而是一种“外语教学”。但其客观结果是促进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研究，为对外汉语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

由于汉语和欧洲语言差异较大，他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描写汉语的现象，总结汉语的特

点，例如，西方人在了解到方言对交流会造成障碍之后，就很重视汉字教学，在汉语启蒙之初

就灌输部首和笔画的概念，至今看来仍有很好的合理性。西方早期的汉语学习者大多同时

又是汉学研究者，这和今天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

比较当时东西方的汉语教材，可以发现西方学界常常将汉学研究成果直接吸纳于汉语

教材中，早期的汉语学习者也大多成为了汉学家，这种现象很值得深入探讨。但是，海外的

汉语研究一直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况，今天西方人依然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习

的语言。

在１８、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研究就被称为“兰花系”，喻指其教授者稀有且孤芳自赏如
兰花。时至今日，西方高等学府也鲜有单独讲授中国语言文字的教系，即便是开授的中国文

化文学，也多专注于古代，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少之又少。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开展当代的对外

汉语教学是十分不利的。

在对东西方的汉语教育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应看到，汉语教育的发展还有许多亟待完善

的地方，本文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各种类型的汉语人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的学习汉语的动机都只有两个———贸易和宗教，而中国的汉

语教学目的也只是推行儒家学说。古代向留学生传授单一的儒家学说的做法早已被时代淘

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势不可挡，不仅华人遍布全世界，中国也同样在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们，他们进入各行各业，已成为中国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各种类型的汉语

人才，无论对学习者本身还是第二语言国中国，都是必要的。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应受到双方国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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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学习者的求学国，中国应帮助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提供足够的帮助；另

一方面，中国的前进步伐世界瞩目，我们的教学目的，不应局限于教授中国的民俗文化、旅

游、历史和生活用语，不应让汉语仅仅作为“活化石”被人认识，而是要放眼未来，给学习者

提供来华就业的技能和继续深造的机会。

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步应是制定总的培养目标，其次依据个体特点和社会需求制定具

体的培养目标，只有围绕着正确的教学目的，才能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培养出符合社会需

求的优秀人才。

第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多样化。

在东方诸国，古代的汉语教学其内容都可归纳为文化传授，核心是佛学和儒学。没有纯

粹的语言教学，一般都会和传统的语文教学、文化教学联系在一起，培养出来的也多是儒学

人才，比较单一。

社会对汉语人才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也必须丰富汉语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可以根据

培养目标的不同制定分类分级的教材和教学进度。在对以往教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

到许多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一般来说，口语教学总是先于书面语教学的，规则的学习也先于语感的培养，这样既帮

助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习者打下坚实基础，又可以为转入别科的学习者节约时间。同时汉

字教学要贯穿始终，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即使在全民推行普通话的今天，方

言也可能成为方言区工作者的交流障碍，汉字的优势就在于减少这种障碍。

古代的留学生教育是一种高等教育。在东方，人们采取的教学方法大多是一对一的面

授，教学规模很小。而早期西方传教士采用最多的是语法翻译法———一种在欧洲大陆风行

的传统外语学习法，造成读写能力较高而交际能力偏低的局面。

近年来，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成倍增长，过去那种小规模教学和忽视交际能力的做法已

不能满足今天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主动实践多种教学方法，使每一

个学习者高质量地完成学业。

第三，教材编写紧跟时代，灵活实用。

过去人们的做法是引进中国现成的启蒙教材，直接做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入门教材。这

的确是一种简便易行，相对有效的方法，例如《三字经》就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东西方同

时选为汉语的初级读物。但这相当于将第二语言学习者等同于无知的儿童，对培养学习兴

趣非常不利，学习者需要的是编写更符合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的专门教科书。由此对外汉语

教学才逐渐独立于母语教学之外，随即出现了《老乞大》、《朴通事》和日本的唐话教材。

西方的汉语教科书则数不胜数，其早期对外汉语教材的共同特点是，编写者不是以汉语

为母语的教师，而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他们均从自身体会出发，向读者分析了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总结了汉语学习的普遍规律，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与东方相比，西方人更注意语言与文化的结合，以《三字经》为汉语教材，就体现了编者

对文化的追求，学习汉语的同时就希望了解中国的传统观念、道德与历史。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注重口语，讲求实用，无论是推行教义还是商业贸易都需

要现代口语，许多教材也明确体现了这种目的。但是不是完全避开传统文化、抛弃经典古

籍，则有待商榷，笔者的看法是，既要加强“活”的汉语，即人们交流使用的口语学习，了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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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中国，也要照顾到“老”的汉语，了解历史的中国。

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内容既应随着教学目的而调整，也应随着时代的进

步，词汇的发展而做出调整，如《老乞大》，随着中国通行官话的改变，分别出版了从元代的

汉儿语言版，明代的南京官话版，清代则发行了官话的两种版本。

教材的编写不能闭门造车，生编硬造，也不能面面俱到，蜻蜓点水，而要以实用为主，将

中国优秀的文化、民俗、价值观等潜移默化于其中，真正成为教学的有力工具。

诚如鲁健骥先生所说：研究对外汉语的历史，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别人认可，而是为

了弄清楚对外汉语教学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中间有哪些有规律的东西，有哪些

经验教训，有什么可以继承的遗产。

在笔者收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如下启发：

首先，对汉语学习者要保持友好的态度，客观看待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交流与相互

学习是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开端；

其次，探索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的平衡点，两者皆不可偏废。从历史上看，《三字经》和

儒学著作等汉文化典籍都曾长期作为汉语教材，同时得到东西方的接受，文化学习一开始就

与语言学习融合在一起。在教材种类丰富多样的今天，人们更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编写蕴含

优秀中国文化的语言教材和适合巩固语言学习效果的文化读本；

第三，重视汉字教学，培养听说读写全方位汉语人才。汉字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

容，也是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学好汉字，不仅有利于语言学习的深入，也是理解中国文化的

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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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袁月

一、中国文化课教学前的认知调查

本研究于２０１５年３月对教学班级中的６６名来华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来华
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文化课的认知与兴趣点，从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因在课

堂上发放与回收，且给留学生详细讲解了填写方法，收回的有效问卷为１００％。
在问卷设计上，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国籍。

第二部分是单选题，主要了解被调查者已有的文化体验与文化知识结构，以及总体兴趣

点，主要包括在中国的居留时长、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对文化课程的重要性认识、在中国的文

化体验（去过的城市、会唱的中国歌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对中国的兴趣方面（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等）、对中国不同时期情况的偏好（古代、现代）。

第三部分为多选题，将文化项目细化，以获知被调查者对历史人物及中国文化不同方面

的了解程度、对中国文化的具体兴趣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偏好等。

最后还以主观题的形式，了解被调查者的其他学习需求以及对文化课程的建议。

１国籍构成、在中国的居留时长、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６６名留学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加纳、
丹麦、塔桑尼亚、乌干达、刚果、美国、孟加拉、尼泊尔、柬埔寨等２２个国家。他们在中国的居
留时间长短不一，１８人来到中国还不到１个月，占２７３％，３７人已在中国超过６个月，占
５６１％，在居留中国１－３个月与３－６个月的分别为１人（１５％）和１０人（１５２％）。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也深浅不一。对中国文化“完全不了解”的有６人，“了解
很少”的有４１人，“了解一些”的有１８人，而“非常了解”的仅有１人。

可以说，教师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课堂，而且是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不一

的多元群体。在教学中对多元文化处理妥当，也许文化课堂就成为了不同文化沟通和理解

的平台，如果文化教学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可能就成为了民族间文化冲突的导火索。

在课堂上，或许学生只是以不太友好地方式提提教学建议，而以后在与中国人接触的过

程中，如果持续产生文化偏见和文化误解，则很可能直接导致意识对立甚至肢体冲突。因

此，如何在这么复杂的多元文化群体中培养“知华”且“友华”的国际人士，是中国文化课程

面临的巨大挑战。

２对中国环境的适应情况

在对中国环境的适应情况一题中，选择“一直不适应”的人数为０，选择“刚开始不适应，
现在适应了”的人数最多（３６人，占５４５％）。出乎预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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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４５５％）选择了“一开始就能适应”。这与我们通常认为进入陌生文化环境会产生文
化休克（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的预设似乎不符。

但如果将国籍引入分析，就会发现，学习者的文化适应情况与其族群在新环境中的分布

比例基本成正相关。总人数最多的巴基斯坦学生，“一开始就能适应”的比例最高，人数较

多的加纳学生适应比例也较高，坦桑尼亚“一开始就能适应”与“刚开始不适应”的比例基本

持平。而其他一些人数很少的国家，如阿塞拜疆、巴布新几内亚、丹麦、刚果、吉尔吉斯斯坦

等（留学生人数只有１名），则几乎都选择了“刚开始不适应”。
对照校园实际生活，留学生也体现出与调查结果基本一致的情况。人数众多的巴基斯

坦学生总是一起上课，一起缺课，在课堂上用本国语交流，其中任何一人遇到问题，群体都会

为之出力。比如，一名巴基斯坦学生质疑自己的考试成绩，教师同意为其查卷，没想到最后

办公室来了一群巴基斯坦学生，都要查卷，且不问前因后果，都叫嚷着认为是老师不公平给

低了分数。虽是反例，却也证明了巴基斯坦留学生到中国后有群体氛围，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小圈子，不会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冲击。

而另一些国家，也许整个课堂中只有一名学生，他在课堂外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环境，

在课堂内面对的是其他国家的大群体，势必产生孤立感。曾经有一名俄罗斯女生，在中国学

习半年以后患上了抑郁症，被迫遣返回国。痛惜之余，也足以让人反思。这名女生所在的班

级几乎都是巴基斯坦和非洲的学生，课堂内外师生基本都说英语，而俄罗斯学生对英语不熟

练，又不会说汉语，人数上又属于少数群体，这就使之比其他学生更难融入新的环境。加上

女生比男生更易敏感内向，混合其他个人性格气质等因素，最终造成了心理疾患。试想，如

果教师能够在教学中给予正确的引导以及必要的人文关怀，或许能够减轻她的心理压力。

此例虽小，却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辅助，

更有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创设一种平等、开放、和谐的文化氛围，实现各文化的多元共存与

混融共生，让各族群在与中华民族的和谐共振中找到认同感，更好地适应、沟通与交流。

３对中国文化的体验及了解程度

按照本研究的预设，留学生在中国居留的时间越长，接触的文化内容越多，他们的文化

体验也应该越多，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会越深。因此，问卷第４、５题设计了“你在中国去过
多少城市？”、“你会唱几首中文歌？”这样的问题。

按照预设，留学生比中国学生好动、爱玩，他们平时很喜欢音乐，而音乐、电影比其他文

化形式也更容易被接受，这两道题应该选“２－３”或者“多于３”的人最多。然而，出乎意料
的是，无论是刚到中国还是在中国已经半年以上的学生，他们选择最多的却是０！

约１／４的人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去过一个城市或会唱一首中文歌；去过三个城市以
上的人数只有１０６％，会唱三首以上中文歌的人数更只有寥寥三个人，仅占４５％，一首中
文歌也不会的则有５４５％，是前者的１０倍多。

而从第７题被调查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来看，学习者在中国居留时间少于１个月
时，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少”或“完全不了解”，时长超过６个月后，有１／３以上的人对中国文
化“了解一些”，甚至有１人对中国文化达到了“非常了解”的程度。但从整体比例来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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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在居留时长超过６个月的被调查者中，仍然有半数以上（５６８％）对中国文化“了解很
少”。

这说明留学生在中国的居留时长与其文化体验的程度并不成正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随着在中国居留时间的增长有所加深，但也可能不再深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

方面的，他们也许因为语言、心理、文化方面的一些障碍，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体验，也许因

为对他国文化的抵触而不愿进行文化体验，也许因为无人指导不知如何进行文化体验。但

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文化体验的缺乏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

因此，如果利用好学习者接触最多的课堂环境，给他们提供文化体验的渠道，其实是传

播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让学习者在一个小的多元文化环境（课堂）中学会突破

文化小圈子，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和沟通，以后当他们进入到大的多元文化环境（社会）中，

也能够很好地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尽快融入多元文化群体。

４开设文化课程的必要性与国籍、居留时长、文化了解程度的关系

通过调查统计发现，留学生对是否有必要开设文化课的认识与他们来自的国家、在中国

的居留时长没有必然关系，而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关系较为密切。

６６位被调查者中，７７３％的人选择了“非常必要”，２１２％的人选择了“不太必要”，只
有１人认为留学生没有必要了解中国文化。按被调查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来分，仅有
的一名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太必要”，对中国文化“完全不了解”

的被调查者全部选择了“非常必要”，而在“了解很少”和“了解一些”的被调查者中，选择

“非常必要”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选择“不太必要”者。

这说明留学生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只是现实中没有更多的渠道让

他们了解，或者没有更具吸引力的形式激发他们探索。因此，文化课程的开设不但必要，而

且应该作为引导留学生领略中国文化魅力和精髓的指路牌。更重要的是，这些对中国文化

了解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的留学生，他们的“文化画板”上几乎是空白的，而又有着相当的

文化需求，文化教学如果因势利导，则可能在“画板”上画出绚丽的文化图卷。反之，受多元

文化价值观和外界信息的导向，“画板”也很容易被描上一笔笔文化误解和文化偏见。

在某学期中国文化课堂上有一批非洲留学生，教师在讲中国历史部分，特地讲述了中非

友好的历史。可是学生却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着经济政治目的，不是要帮助非洲人民，

而是要掠夺非洲资源。当询问学生为什么会这么想时，学生则回答是通过网络得知的。

如果退回到几十年前，大概没有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当下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使

各种价值观都有了存在的空间，信息丰富、传播迅捷的网络更推动了多元价值观的扩散。

留学生虽然都为成年人，却大多缺乏足够的社会阅历与社会经验，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

的影响。无论他们形成的文化印象是好是坏，对他们以后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可能都是长期

和持续的。因此，给予他们正面的信息和正确的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文化教学的地位应该

予以提升，不能局限于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技能，而应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作为传播中国

文化的有力工具。

文化教学的方式也应该加以更新，不能满足于介绍文化知识———“是什么”（教师讲得

７６



再多再详细，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面面俱到，而且知识讯息可以轻易从网络上获取，为什么

要参加文化课程呢？），而应挖掘更多的文化内涵———“为什么”。当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内

核与中华民族的根性有了深入理解后，他们就不会被多元文化价值观左右，而能以一种更理

性、更包容的态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判断。

５对中国的兴趣点

第６题“你对中国哪个方面最感兴趣”与第８题“你对中国哪个时期更感兴趣”，旨在发
现文化课程的学习者对于教学的需求究竟为何。在第６题列举的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政
治、经济、哲学、宗教各项中，选择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经济，第二位的是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仅排在第三位。而对于第８题，选择“古今都感兴趣”的人数最多，占４２４２％；选择“现
代”的人次之，占３７８８％；选择“古代”的人数最少，占１９７０％。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本研究最初的预设并不一致，也暴露出了目前中国文化课程教学的

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学生并不一定觉得很重要，而学生真正想要获知

的内容，教学中又恰好缺失。

教师的教法虽不同，但恐怕不会有哪位老师在介绍中国经济上花太多精力。我们一直

抱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观念，急于把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成就介绍给学

生，当下文化教材的现状正反映了这一观念。

如陈仁凤主编《中国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夏自强主编《中国概况》（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王顺洪编著《中国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郭鹏等编著
《中国概况》（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等，虽然选取的专题各有不同，但基本都采取了“全景
式”的编排体例。这样的编排体例虽然系统性较强，内容广泛，但是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留学

生的需求。

另外，现在的文化课教材和教学存在着“厚古薄今”的现象，教师偏重古代中国及文化，

而学生更愿意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情况。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

不提在有限的教学周期里要兼顾古今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即使是只讲古代，哪些文化点

应该纳入教学，哪些文化点应该从略不讲，也让人颇费斟酌。如何达到教师传授和学生接受

之间的平衡，如何选择课程的内容与侧重点，都是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６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了解情况与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文化课程应该涉及中国经济、政治、历史等内容，但文化是课程的核心，因此，本研

究在问卷设计上细化了对学习者在文化方面的兴趣与需求项目。第１２题到第１５题是关于
中国文化的知识题，对中国茶、中医疗法、中国功夫和中国节日各列出四个知识选项，让被调

查者选出他们知道的一项或多项。

在这四问题中，绝大部分学生都选了至少１个选项，说明他们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
或多或少都接触到了一定的中国文化，通过自己的体验对中国文化已经有初步的了解。而

选４项的（即全都知道），中国功夫、中国茶、中医均为０，知道至少四个中国节日的学生有１４
名，占２１％。这与大部分学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上，对中国的节日有亲身经历有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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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文化方面，学生平时可能没有更多的渠道去体验和了解，所以只是知道部分。

选０项的（即全不知道），中国功夫有２５人，中国节日有１６人，中医疗法有１３人，中国茶有
９人。

与留学生最感兴趣的文化话题相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功夫排在第１位，中国节日在第
２位，中医在第３位，中国茶在第７位，与上述选０项的话题排序恰好是一致的。这说明，越
是学习者不知道的话题，他们越有兴趣，对已经知道的话题则不愿重复地接受知识介绍。

学习者兴趣需求的上述特点启示我们，应该改变过去全景式知识介绍的教法。在课时

限制的时间里想要做到面面俱到，必然只能对每个知识点只能浅层概述，导致输出的文化信

息很多，学生能够吸收的却很少，而在输出的文化信息中，又有不少是属于学生已知的重复

信息，不仅浪费时间，还会引起学生倦怠。

当然，并不是说学生已经知道的文化就不用讲，只是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进行知识介绍。

教师可以把表达的机会给予学生，因为人们往往对自己熟悉的东西能够侃侃而谈，这也能增

强学生在文化课堂上的自信心、表现欲和参与度，而教师则应更多地引导学生去探索文化知

识背后的文化奥秘。

而从第１１题“你知道下列哪些中国名人”的调查来看，在留学生心目中最知名的中国
名人，不是我们平时宣传最多的孔子，而是成龙、李小龙这样的明星，其次是毛泽东这样的国

家元首，孔子排在了第４位。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近现代历史上的名人秦始皇、孙中山，知道
的留学生较少，对于茶圣陆羽，则只有１名留学生知道———尽管有６３％的学生都知道至少
一种中国茶。

这说明我们虽然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效果似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

明显；同时，留学生平时接触中国文化、体验中国文化的渠道和途径还是偏少，电影等文化媒

介是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多为留学生开辟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同时，我

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输出路径，利用好文化课程这一平台，多使用生动的媒介形式来

介绍和展示中国文化，原则是从学习者的兴趣点切入，引导到教学点上来。

７学习中国文化的偏好方式

第１０题列举了“选择文化课程”、“上网检索”、“咨询中国朋友”、“阅读书籍”几种获取
中国文化信息的途径，要求被调查者选择他们偏好的一种或几种方式。在６６名被调查者
中，６８２％的人愿意咨询中国朋友，２２７％的人会上网检索信息，选择文化课程的人数排在
第三位，占２１２％，而阅读书籍的人数最少，仅占６１％。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课程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比较被动的，也有较为明显的实用

功利性质。他们在需要相关文化信息时才去了解，并且是选择最快捷的方式，而不太愿意花

较多的时间去学习和阅读。我们同时也发现，在中国居留时长少于１个月的被调查者中，有
５０％的人愿意“选择文化课程”来学习中国文化，而时长超过６个月的调查者中，相应比例
降到了１３５％，原因可能在于刚到中国不久的留学生接触面还比较窄，只有一部分人拥有
中国朋友，课堂仍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也提示我们，文化课程最好设于留学生在华学习的初级阶段。目前，许多高校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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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级才开设文化课程，虽然考虑到了学生的汉语水平，却错失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良好

契机。更重要的是，如果留学生在形成文化印象的初级阶段没有接受正面的文化信息和正

确的文化引导，有可能会导致文化歧见与误解，而且将持续影响他之后的文化态度。

二、中国文化课教学后的评价调查

在学期初了解留学生的兴趣需求后，我们在教学中注意了调整，并在学期末对６６名中
国文化课程的学习者再次进行了调查问卷。问卷收回５４份，回收率为８２％。

问卷主体包括１０个问题（６道单选题，３道多选题，１道主观题），主要了解被调查者对
中国文化课程的评价情况，以及在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考试方式等方面的偏好。最后以主

观题的形式，了解被调查者的其他学习需求以及对文化课程的建议。

１对中国文化课的评价看法

对问题１“你认为中国文化课程对你有帮助吗？”，８３３％的学生认为“很有帮助”，
１３０％的学生认为“有些有帮助有些没用”，３７％的学生认为“只有很少的知识有帮助”。

对问题２“你在一堂课后能理解课程的多少内容？”超过半数（５１９％）的学生能理解绝

大部分（８０％－１００％），接近半数（４２６％）的学生能理解大部分（６０％ －７０％），５６％的学

生能理解一部分（４０％－５０％），而完全不能理解（０－１０％）和只能理解很少一部分（２０％－

３０％）的学生人数都为０。

对问题４“你喜欢现在的教学方式吗”，８５２％的学生“非常喜欢”，１３０％的学生“喜

欢，但不是特别喜欢”，１９％的学生则表示“不太喜欢，还能接受”，“完全不喜欢，甚至不想

听”的人数为０。这表明改革中的中国文化课程基本达到了课程的预期目标。

不过，从问题３的调查结果来看，“信息量太大”和“内容太深奥”是导致学生不理解课

程内容的最主要原因，选择人数分别占到４０７％和３７０％，说明在教学方式和课程内容上

还应该进行改进和革新，不能以主观的课程设计来进行教学，必须要选择学生能够接受的

方式。

２在教学方式上的偏好

从教学方式来看，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更喜欢“教师讲解”（７０４％），只有极少学生喜欢

自己学习教材（３７％）。而在教学媒介上，６４８％的学生希望通过“视频和图片”教学，传统

的“板书”方式则不太受欢迎（１３０％）。这说明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教师

讲得好，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的效果就好，反之亦然。

在讲解中，视频、图片、ＰＰＴ等直观形象的方式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也更为学

生喜闻乐见，仅仅通过板书来介绍知识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当代留学生了。

３在学习方式上的偏好

从学习方式来看，“老师提问”和“老师讲解，学生课后做作业”是选择人数最多的两种

方式，分别有３７％和３５２％，而“学生做报告，老师做评论”、“老师讲解，学生课后自学”、

“老师给话题，所有学生讨论”这些相对来说更需要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则选择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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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们预想的外国人偏爱独立主动的学习方式不太一致，或许是因为留学生对中国

文化了解较少，他们更希望通过老师的引导来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而进行自学、自己做主

题发言报告，以及就老师的话题展开讨论对他们来说则有一定难度。

“学生提问”和“老师做报告，所有学生讨论”这两种方式排名为第三和第四，反映出学

生参与课程的主动性，他们还是很愿意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只是需要教师更好的

引导。

４在考试方式上的偏好

从考试方式来看，开卷考试最受欢迎，近半数（４８１％）的学生选择了该项，选择闭卷考

试的人数则为开卷考试的一半（２４１％），约有 １４８％的学生选择半开卷半闭卷形式，

１１１％的学生选择了陈述报告形式，只有１名学生（１９％）愿意将论文作为考试形式。

这与留学生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偏好有着内在的一致。开放性的开卷考试让学生

能够在所学知识基础上有一定发挥，而陈述报告和论文对自主发现文化问题、理解文化意蕴

和做出文化解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留学生感觉难度较大，所以很少选择。

５在文化比较上的偏好

对于第８题“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比较不同文化”，只有１４８％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课

程应该关注中国自身”，余下８５１％的学生都认为“有必要”。其中，４４４％“希望老师介绍

中国文化，学生来做文化比较”，４０７％“希望老师比较中国文化和我的文化”。可以看出，

大多数学生不希望中国文化课程只是单纯的“中国文化”课程，中国文化应置于多元文化体

系中才能闪耀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同时，选择“希望老师介绍中国文化，学生来做文化比较”的人数最多，再一次反映出留

学生对中国文化课程的期待模式，即教师作为课堂主导，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课堂。

６印象最深的专题与其他需求

对于问题９“你印象最深的专题有哪些”，排在前列的是“中医和中药”、“中国功夫”、

“中国茶”和“中国饮食”。对照认知调查中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中医和中药”排在第３位，

“中国功夫”排在第１位，“中国饮食”和“中国茶”分别排在第５位和第７位。这说明，学生

感兴趣的话题在学习时就更容易接受和记忆，而不太感兴趣的话题如果通过一定的教学技

巧，也可能让学生在学习时印象深刻。

在问题１０中，学生被问及“你建议课程包含什么话题”，有学生认为“课堂所涉及的话

题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和很好，并能帮助我们更多地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但更多的学生

提到希望引入其他话题，如宗教、体育、环境污染等，社会交际是被提到最多的话题。

从学生的话题需求不难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课程的理解，并不仅仅是作为一门介绍

文化知识的通识性课程，他们更希望课程能够成为帮助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实

用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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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课程的教学反思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朱晓玲　袁晓琳

一、针对留学生课程开展教学反思的必要性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教学过程为对象，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效果

进行审视、分析、评价和总结，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提升教学品质的过程。波斯纳指

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１］。这些教学理论也适用

于中国文化课的教学。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水平也越来越被其他国家

认可，因而来华留学的规模也是日益扩大。据统计，来华留学的专业选择上，汉语和中医成

为留学生首选的两个专业，也是我国培养留学生数量最多的两个专业。以我校为例，作为国

内建校最早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自１９５６年起开始培养外国留学生，迄今已培养了来自
９０多个国家的８０００名留学生。

由此可见，如何针对不同国家留学生的特点，教师对课程教学进行探索，将教学反思作

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对待，并能够善于从中预见、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完善教学设

计，最终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则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开展“中国文化”课程的反思，能使得留学生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

现状。我校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许多来自欧美、非洲等国家，大部分学生对于中国文化了

解甚少，只是停留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发展很快等粗浅阶段，并不能深入阐述；而有小部

分学生了解较多，能够知道与时俱进的中国现状，却同时产生很多新的疑问与思考，以上的

问题在《中国文化》课程中都能得到体现，更好地教学反思能够帮助他们真正的理解深层次

的中国文化乃至中国。

其次，开展《中国文化》课程的反思，能够帮助学生克服文化休克，达到跨文化的融合与

交流，最终将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五湖四海。留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许多来到

中国的他们而言，文化差异性会在生活的各方面显现出来，严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休克），

发生情绪上的不快、沮丧、郁闷甚至疾病的发生［２］。

因此在初来学校之时，及时的文化课程的开设，能够使他们尽快的了解中国方方面面，

解答心中疑惑，并逐步适应种种不同，扫除跨文化交流障碍，更好的继续以后的在华学习

生活。

最后，开展《中国文化》课程的反思，对于教师自身而言，也是一种专业技能的提高与情

感的升华。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或是一无所知，或是带着敬畏心情的留学生们，教师如

何简明高效的概括其精髓并非易事，而许多学校的这门课程是由对外汉语教师或懂英语的

教师兼任的，可以说并不是其专业范围，而且许多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高，甚至有的是零

基础，如何开展双语教学授课，也是老师所要面临的挑战，因而课堂的组织与课后的反思对

于老师授课技能及授课效果的提高都是极其有必要的。

２７



二、开展课程教学反思的常用方法与途径

教学反思的途径有多种，包括教师的自我反思、集体反思、查阅文献资料、访谈等［３］，至

于采用何种方法，要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与对象等因素灵活掌握，面向留学生的课程应尽

量多采用几种方法以扩大信息反馈的渠道，为反思提供较多的信息来源。

教师自我反思或个体反思是教师反思的主要方法，贯穿教学工作的始终和各个环节。

教师首先需要培养自己有这样的反思意识，无论课堂教学的师生话题互动中，还是在课后的

作业（本课程都以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为作业呈现形式），或是课堂内容准备阶段，都能够敏感有意
识的捕捉到需反思的教学点，并随后将反思的内容、感受和体会记录下来，形成教学后记或

反思日记，日积月累，不断的总结、实践、反思、再总结、实践、反思，如此循环，成为教师专业

发展的内在动力。教师自我反思的能力和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专业的成长。

集体反思是与同事一起观察自己的或是同事的教学实践，与他们就教学实践问题进行

对话、讨论，是一种互动式的反思，它注重教师间成功的分享、合作学习和共同提高。以其他

人的眼光评价自己的教学，能使自己对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并能够讨论取得广泛的解决

路径。

教师间可以互相观摩教学，书写教学反思，共同研讨，尤其针对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疑惑，

这样的反思可以发挥团队的智慧，相比个人反思的封闭性，这样的反思更具有沟通性。

直接对教学对象，也就是留学生进行访谈，听取学生的意见是了解教学工作的最直接有

效的方法。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兴趣和需要出发，对教师教学的多个方面做出评价，能够

使教师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教学上的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留学生的特殊性，访谈学生应考虑其国籍背景、性格特点及师生间

关系等因素，对具体学生应注意访谈时的态度、语言、说话方式，尽可能从学生那里获得较

多的真实的评价信息。

通过网络期刊文献等学术资源，充实自身在教学反思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学习。由于教

师本人的专业知识教学技能有限，教师反思往往容易产生瓶颈，难以突破自我狭隘。此时

通过借鉴别人的教学经验，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教学技能，使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上升

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提高反思的深度和水平就很有必要了。

三、面向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课的几点教学反思

我校自２０１１年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包括中医本科留学生、全英文授课研究生，孔子
学院汉语生都参与了课程的学习。我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侧重概况，希望学生能够了解中国

的基本情况，领悟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练习汉语，适用汉语文化，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克服

文化障碍，不仅为更好地学习中医奠定文化基石，甚至为国与国的文化交流做出努力。

因而笔者认为这门课程对于跨文化交际和留学生教育有着其他课程难以代替的作用，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遂形成了以下几点教学方面的反思与感悟，期待与大家共同探讨。

首先，本课程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教学内容的宽泛性，要求教师在课堂组织形式上应努

力实现多样化，避免传统填鸭式的被动接受，发挥学生主体性，积极开展体验式文化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通过创设活动情境，让学生参与到文化教

学中来，学生不仅是文化的学习者，更是文化的参与者。

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增进了与周围人的交流与沟通，分享自己的感受与体会，教师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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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点拨与辅导，将互动讲授与体验式教学相结合，最终达成教学目标。

可采取户外教学，把课程延伸到户外，强调使用感官进行观察，比如我们曾组织学生参

观游览文化古迹，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有许多历史的积淀，留学生参观过中国第三大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馆藏丰富，有历史的足迹也有人类文明之光，可以很直观的感受五千年中
华文化的脉络，而在名俗博物馆可以了解许多非物质遗产的前世今生，甚至可以现场领略非

物质遗产继承人的独门绝技，学生可以就所见向老师及时提问，教学效果会优于课堂教学。

除了户外教学，合作学习也是体验式教学的另一种形式，该学习形式注重学生间的互助

与合作。通过在班级内分成各个学习小组，达到小组成员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学习成效，

完成学习目标。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教学都可以?取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如春节，教师可以播放

视频短片，引发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取长补短，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达到共通。教师在这过程中也可以指导其讨论，并做出总结性的说

明，完成知识的传授。

其次，教学中应引入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色。我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域文化各有

特色。短时间内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全貌并非易事。而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中，往

往会固定在某一座城市，在该城市所接触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要素会给他们留下更直接深刻

的印象，更会成为他们学习汉语文化的切入点。

以我们江苏省省会南京为例，它所代表的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长期是

中国南方的政治、文教、经济中心，由于其形成是基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特

征便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既有十朝都会之大气，又透露几分儒雅。

如果能够在教学中突出南京地域特色文化，坚持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有机结合，如在

介绍著名景点中山陵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在介绍明孝陵时，可以介绍明朝与

南京的典故。

这样因地制宜的选取有价值的代表性文化，注重深层文化价值对学生文化学习风格的

影响。不仅能增加留学生对本地区的文化认同感，减少在本地生活的文化冲击，更能提高南

京文化品牌认知度。

第三，文化教学可与汉语教学、中华才艺教学相结合，辅以文化的展示。语言发源于特

定的文化中，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可以课堂专题讲授汉语言文字发展演变史；另一

方面在进行文化教学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汉语中的文化知识，如春节的风俗中，中国人

倒贴福字，年年有余，可为何年画上却是鱼，在讲解文化的同时，留学生们也记住了这“福”

字和“余”字；中国婚姻用字中，有娶妻和嫁女之分，而在英文中都是对应ｍａｒｒｙ这个单词，这
里也是包含着传统封建社会中婚嫁制度的历史缩影［４］。

这样的教学，学生既能了解汉字的意义又能体会汉字体现的文化内涵。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课程学习的学生一部分有汉语基础，一部分零汉语基础，因而课堂的教学语言会

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自由切换。

对于汉语零基础的，更多的以英文教学为主，辅助简单的日常交流、风俗习惯等中文词

组；对于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则以中文输出为主英文为辅，旨在扩展其中文词汇储备，提高其

汉语水平。

除了开展课堂知识学习，我校还以传统文化内容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才艺教学，如

书法、剪纸、相声等，总能激起初学者的盎然兴致。作为中医特色的高校，太极拳也是我校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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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学生经常开展的教学项目。

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教学生们演唱中文流行歌曲，像是《青花瓷》这样

中国风的歌曲，教师首先讲解歌词的内容与背景，使学生能够体会其中的意境，之后学习歌

唱，纠正发音，这样的才艺教学学生喜闻乐见，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相吻合，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教师的教最终是为

了促进学生的学，而作为针对留学生开设的这门课程，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快的融入中国文

化，因而课程的实际意义远大于理论，要将学生的需求作为教学准备的来源之一，将学生的

实际生活与文化相联系。

笔者曾经对参与本课程的留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有５０位留学生参与有效问卷，国籍
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调查显示，学生们最有兴趣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位是饮食文化，第三位

则是书法绘画等传统才艺。这样的结果与预期也是匹配的，因为风俗是与日常生活交际密

切度较高的文化内容，这一层面的文化内容需要学习者投入到目标文化群体中，才能真实感

受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中华饮食文化在海外享有盛誉，对留学生有着极大的味觉吸引力，而

且饮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品味情趣、伦理道德观，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载体。

书法绘画是留学生的兴趣所在，它们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许多留学生在自己的国

家便已知晓书法绘画，来到中国后，学习原汁原味的书法绘画也成了他们学习的动力与

挑战。

基于留学生的实际需求与兴趣所在，我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分为“中国地理”“中国

文化”“中国历史”三大版块，并结合我校中医药的特色，介绍中医的基本理论，如五行和阴

阳理论、四诊、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根据学生需求设计课程能够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动机，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

四、结语

以上的几点教学反思是本人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的领悟与总结，而反思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达到更优的教学效果，并使教师本身得到教学经验的积累，对教学保持一种敏感与探索

意识。

如何对于这样的教学反思做出客观的评价并服务于未来的教学呢？笔者认为需要建立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就是指对教学反思评价活动不应该只来自单一层面的，而是多角度、多

层面的综合评估。

既有学生层面的各种真实信息反馈，关注学生对于课程效果的真实评价，并作为教学

反思的重要来源，与学生形成平等合作、教学相长的关系；也需要教师同行之间或团队层面

的合作和评价，教师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共享反思，共同提高，更好地作用于《中国文化》课

程的实践。

参考文献：

［１］　陈夏英论教师教学反思的意义及策略［Ｊ］丽水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２）：２３－２５
［２］　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５
［３］　朱新卓教师专业发展观批判［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２，（８）：３５－３７
［４］　周淑敏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４）：２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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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来华学习意愿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宋玉霞　兰雪萍　张华

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工作始于１９５９年，留学生规模从个位数发展至千余名，从短期语
言学习项目发展到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的专业学历教育，从插班生到独立编班的全

英文授课项目，留学生规模、国别、层次和质量稳步提高。２０１４年度，学校留学生规模达到
１９９２人，来自８６个生源国家，其中本科生８０７人；硕士研究生３６２人，博士研究生７７人，其
余为校际交流生和短期进修生。

作为全国首家开创留学生全英文授课的院校，我校医学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国内医学

专业留学生培养的重要基地。随着国家“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深入推进，以及西安交通大

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学校国际化大

学建设工作中的地位日渐凸显，而留学生校友对西安交大的宣传作用也日益显现。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我校留学生的来华留学意愿进行问卷调查，为提升高校留学生工作

水平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建议。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１调查对象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于２０１４年１月 －１２月期间实施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设定
为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在校学习的各类别留学生。留学生样本的选取采用整群抽样法，即抽

取一个班级，同时兼顾不同类别（学历生、非学历生）、性质（奖学金生、自费生）和国别分布。

通过班级辅导员向留学生发放问卷，问卷填答完成后由辅导员统一收回，最后再由调查员集

中回收。

２问卷设计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我校留学生实际情况，设计英文调查问卷一份。该调查问卷

分为四部分，共２０道题：（１）一般情况：留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类别、国别分布等基本情
况；（２）出国留学的意向和态度；（３）选择留学的影响因素；（４）对中国政府留学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正式调查前随机选取１０名留学生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
确保受访者能正确理解各题项的含义，最终定稿后施测。预调查问卷不纳入最后统计分析。

３统计分析

将回收的问卷进行编码，数据录入到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工作表，然后导入 ＳРＳＳ１８０统计分析
软件，剔除缺失问卷、明显错填问卷，核对确认无误后进行分析。受访留学生的基本情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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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频数、百分率等）；态度意向、影响因素部分采用频数统计分析，意见和

建议部分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总结。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
"

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５０份，回收３４４份，剔除无效问卷７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３３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３％。其中学历生２０８份（６１９％），非学历生１２９份（３８１％）；受
访者中女生占５９２％，男生占４０８％；留学生的平均年龄为２１２岁，在校平均学习时间为
１５２年。

留学生国别分布统计显示，主要生源国依次为巴基斯坦（４６５％）、巴林（２４７％）、马来
西亚（６６％）和哈萨克斯坦（３７％），占所有受访者的８１５％；其余国家受访者１－７人不
等，占总数的１８５％。

２受访者出国留学的意向和态度

此部分用来测量受访者对于出国留学的意向和态度情况，统计结果见表１所示。大多
数留学生表示在其周围朋友中有很大比例（８８１％）的人员都有出国留学的计划，说明在这
些生源国家中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近半数（４７９％）的留学生倾向于选择学位项目，其次为语言项目和交换生项目。留学
生获得留学信息的主要途径为网络（５９１％），说明互联网在留学信息宣传中居于不可替代
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有１８５％的受访者选择信息来源为周围朋友，说明已出国留学生对于留
学目的地国家教育的口碑，经过传播后，会对其周围朋友产生较大的影响；有近一半的留学

生认为对中国的评价受到媒体的影响。

在询问有关生源国及其学校是否有支持来华留学的政策时，４７２％的受访者认为所在
国家有相关支持政策，而对所在学校是否有支持政策，６０％的留学生选择“否”或者“不清
楚”。

表１　留学生来华留学意向统计分析结果题项

频数 百分率（％）

１你周围朋友是否有出国学习计划

是 ２９５ ８８１

否 ３２ ９６

２你喜欢哪种留学项目？

学历项目 １６０ ４７８

语言项目 ５８ １７３

交换生项目 ２６ ７８

其他 ７０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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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频数 百分率（％）

３获得留学信息的主要途径

网络 １９８ ５９１

朋友 ６２ １８５

家人 ２０ ６０

报纸 ７ ２１

电视 ６ １８

４你对中国的评价是否会受媒体影响

是 １４６ ４３６

否 １４７ ４３５

５你所在国家是否有出国学习支持政策

是 １５８ ４７２

否 ５０ １４９

不知道 １１２ ３３４

６你的学校是否和中国学校有交流政策

是 ９７ ２９０

否 ９４ ２８１

不知道 １０７ ３１９

进一步对留学生选择留学国别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见表２。受访者首选的留学目的
地国是发达的欧美国家，占５５８％；其次为中国，占比为３１１％。进一步询问当提供政府奖
学金后受访者是否愿意来华留学，则选择来华留学的比例上升到７０１％；学生毕业后想在
中国留学的比重占２３６％，说明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会回所在国服务。

表２　留学生选择留学国别的态度调查结果题项

频数 百分率（％）

１你更喜欢在什么国家进一步深造？

欧美国家 １８８ ５５８

中国 １０４ ３１１

其他 ４４ １３１

２如果提供政府奖学金，你会来选择来中国学习吗？

是 ２３５ ７０１

不确定 ６１ １８２

不是 １３ ３９

３毕业后是否想在中国工作？

是 ７９ ２３６

不确定 １５１ ４５１

否 ７２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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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受访者选择留学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采用多选题考查受访者出国留学考虑的因素，由填答者对各因素进行排序。统

计分析时对排序序号进行赋值（例如排序为“１”，则赋值“１分”，依次类推），计算每一个因
素备选项的均数，均数越小表明其排序越靠前，即越重要。

由表３见，学生选择留学时考虑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目的地国的奖
学金机会和政策、个人的兴趣、出国费用；其他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目的地国的教育政

策、学习的领域、教学语言、大学间的交流项目、职业需求、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支持。

表３　受访者选择出国留学考虑的因素

均数 重要性排序结果

奖学金机会和政策 ２９１ １

个人的兴趣 ３５７ ２

出国留学费用 ３５９ ３

学习国家的教育政策 ３６４ ４

学习的领域 ４０３ ５

教学语言 ４２４ ６

大学间存在交流项目 ４３８ ７

职业需求 ４４７ ８

家人的支持 ４５７ ９

朋友的支持 ６８０ １０

４受访者对中国加强留学生教育的建议

采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受访者有关加强中国留学生教育、吸引来华留学的对策建议，频数

为该项对策建议被受访者提及的次数，量化结果见表４。统计结果表明，留学生的对策建议
比较集中的依次为：扩大奖学金的广度和力度、加强与国外大学的合作、放宽对海外学生的

招生政策、增加可能的语言教学和发展经济。

表４　受访者建议中国政府吸引留学生应采取的措施

频数 百分率（％）

扩大奖学金的广度和力度 １４４ ４３０

加强与国外大学的合作 １３３ ３９７

放宽对海外学生的招生政策 ９０ ２６９

增加可能的教学语言 ８７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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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

其是随着２０１４年底全国留学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国留学工作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服务科技经济的发展转变为全方位的服务国家战略，包括了科技、经济、军事、社会管理和

外交等。

在此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生源国学生的留学意愿和态度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制定和

调整我国高校留学生相关政策，以更加适应新形势下的来华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通过此

次调查分析，我们建议：

１政府加大奖学金力度，吸引优质生源，打造来华留学品牌

由政府和各高校设立有吸引力的奖学金项目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对受访者有

关出国留学考虑的因素进行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奖学金项目在吸引来华留学中的重要作

用；另外，受访者特别关注个人的兴趣偏好，以及出国留学的费用。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水平知名大学相比，不具备优势。然而，奖学金对于学生流

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特殊时期，为吸引更多国别的优秀生源来

华留学，应该进一步扩大奖学金的覆盖面、增加奖学金资助力度，从而解决来华留学生的后

顾之忧，有力推动来华留学工作。

２扩大奖学金来源，促进奖学金项目多元化发展

为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高等院校可考虑促进省市、学校、企业、校友、社会人士设立

专项奖学金，用于支持留学生来华学习。此外，由调查可知，虽然支持本国学生出国留学的

比例达到了４７２％，但支持本国学生赴华学习的仅为２９％，充分的说明我国与国外教育机
构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各高校可与国外教育管理机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生源国奖学金资

源，吸引外国学生来华学习。

３重视网络推广，使用国外社交工具，扩大招生宣传

目前，各高校对学校中英文网站的建设还不够重视，能够在国外社交网站上进行推广宣

传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研究生源国学生获取出国留学信息渠道则发现，高达５９１％的留学
生通过网络获取留学信息。

４提升办学层次，探索多语言培养模式

由调研可知，学历项目最受来华留学生的青睐，强化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层次招生和教育

质量，能从根本上提升办学层次，提高我国留学生教育和教学水平，理应成为国内高校重点

建设的留学项目。

通过开设高水平的学历教育项目，能够培养高水平留学生人才，服务我国及生源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同时，优秀的校友将成为学校的名片和最佳的宣传窗口，以校友的良好口碑带

动更多的学生来国内高校留学。

有关留学国别选择的调研结果中，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是留学生首选的目的地国家，发达

国家高质量的国际化教育，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各高校应苦练内功，提升办学质

量、加快国际化建设步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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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隐喻
理解能力实证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张仕海

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普遍存在。隐喻理解能力是指对语言中隐喻

的辨认、意义推断及解释的能力。在二语教学中，隐喻理解能力培养是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要

内容之一。鉴于隐喻在汉语表达和理解中的重要性，为了了解来华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能

力，本文拟对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能力进行探讨。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即让中、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做一份隐喻理解调

查问卷，然后用专业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份《隐喻理解调查问卷》，在最后确定之前，听取了相关专家、一线汉

语教师的意见，也选取部分留学生进行了试测。该问卷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留学生基本信

息，如性别、国籍、ＨＳＫ水平、是否华裔、专业、学历、汉语学习时间和在华时间等；二是２０个
隐喻句，所涉及的关键词语均来自于《新ＨＳＫ大纲词汇》中的五级及以下。

在题项（即隐喻句）和选项（即解释）上，我们都尽量使用能让中级水平留学生明白的简

单汉语，选项为Ａ、Ｂ、Ｃ共３个，是对隐喻句中有隐喻义的关键词或关键短语（在问卷中以字
符底纹并加边框的形式凸显）的解释，要求从中选出最佳一个，如：

隐喻句５：历史是一面镜子。
Ａ通过历史可以了解人类的经验、教训
Ｂ每个人都喜欢历史　　　　 Ｃ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该问卷中２０个题项的设计：从内容维度来看，主要分动植物（翅膀、尾巴、蛇足、苗、野

兽５个），身体及其部件（骨头、胡子、拳头、血汗４个），食物及用品（蛋糕、萝卜、葡萄、裤子、
镜子、钉子６个），动作及其他（绕圈子、走后门、走弯路、窗口、舞台５个）四类。

从形式方面来看，主要分强语境和弱语境。弱语境是指只有含有该词语的句子，没有别

的句子来促进对它的理解，如上面举出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强语境指除了含该词语的句

子外，还有别的句子来促进对它的理解，如：

隐喻句７：白菜、萝卜，各有所爱。姐姐喜欢唱歌，妹妹却喜欢跳舞。
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我们在问卷中设置被试的基本信息，是为了考察被试自变量对隐喻理解能力的影响；选

取四大类２０个隐喻题项，是因为其代表性强和使用频率高，是人类经验中经常感知的主题
（ｔｈｅｍｅｓ）或语义类别（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可以考察隐喻的语义类别对隐喻理解的影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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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形式上分强、弱语境，则是为了考察语境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二）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１调查对象

我们调查了７０位学历留学生，为了能与之作一定的对比，还另外调查了３０位理工科专
业中国本科生。方法是集中发给学生问卷，要求他们快速、独立完成。

这７０名留学生被试概况如下：从性别来看，男生占５１４％，女生占４８６％；从汉语学习
时间来看，不到２年者占５１４％，２年及以上者占４８６％。

从汉语水平来看，中级者（旧ＨＳＫ４级或５级，新ＨＳＫ４级）占８４３％，高级者（旧ＨＳＫ６
级及以上，新ＨＳＫ５级或６级）占１５７％；华裔１７人，占２４３％。

从学历来看，本科生占７１４％，硕士及博士生占２８６％；从在华时间来看，不到１年者
占２０％，１年及以上者占８０％。其来源国及洲别分布见表１。

表１　留学生被试来源国及洲别分布

洲别 被试来源国（括号内为该国被试人数） 被试人数 百分比

亚洲
越南（２２）、印尼（１４）、泰国（８）、柬埔寨（２）、蒙古（２）、韩国（１）、
哈萨克斯坦（２）、吉尔吉斯斯坦（３）、乌兹别克斯坦（２）、也门（１）

５７ ８１４％

非洲 刚果（１）、肯尼亚（１）、毛里求斯（１）、马达加斯加（１）等 ８ １１４％

欧、美洲 俄罗斯（３）、法国（１）、加拿大（１） ５ ７２％

２统计分析

对于学生的答案，我们根据其对错来赋值，选对了得２分，选错了得０分。将之与学生
基本信息全部输入电脑以后，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在统计分析之前，我们对整
份问卷内部一致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进行Ａｌｐｈａ检验，得到的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７７，可见问
卷信度很高。所做分析主要是描述性统计和样本Ｔ检验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论证

对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１）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能力的总
体情况怎样？并将之与中国学生比较；２）隐喻理解能力与汉语水平等因素有何关系？３）最
难理解、最易理解的隐喻分别是哪些？４）隐喻理解效果与语境的关系如何？除去第一方面
外，其他三个方面正好论证我们在引言中提出的假设。

（一）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能力有限

经统计，２０个隐喻句理解的总均值为２３５７，相对于满分４０分来说，只是接近合格水平
（即百分制的６０分）。可见，留学生对汉语隐喻理解的能力比较有限。这一发现与英语等
外语作为二语教学的隐喻理解研究结果相一致。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对隐喻不够重视有关，也可能与隐

喻的“文化特殊性模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ｒｉｍ，２００７）有关。虽然留学生 ＨＳＫ通
过了中、高级水平，然而其对隐喻的理解还没有相应地达到中、高级水平，这从一个侧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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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前ＨＳＫ未能充分反映被试的隐喻能力。
分析留学生得分最高的５个隐喻词、句，发现：其中的关键词语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所以

留学生对之十分熟悉。见下表２。

表２　得分最高的５项

排序 隐喻词、句 均值 标准差

１ 穿一条裤子 １７７ ０６４

２ 历史是一面镜子 １７７ ０６４

３ 血汗钱 １６０ ０８１

４ 白菜萝卜，各有所爱 １６０ ０８１

５ 走后门 １４９ ０８８

留学生得分最低的５个隐喻词、句如下表３，它们基本上都很容易理解偏，特别是在语
境不甚明确，而且理解者不能很好地把握表达者的意图时，如隐喻句１４中的“拳头”有４０％
的人理解为“很强的竞争力”，而这是“拳头产品”中的隐喻义；隐喻句１９中的“走弯路”有
４０％的人理解为“做错了事情”，是把“弯”理解成“错”了；隐喻句２０中的“野兽”有４３％的
人理解为“强大、有力的方面”，而汉语中的“野兽”向来都剔出了中性或褒性义而只选用贬

性义，如“衣冠禽兽、人面兽心”等；隐喻句３中的“贱骨头”有３４２％的人理解为“卑微的出
身”，２７１％的人理解为“丑陋的体形”，而汉语中“骨头”常用的隐喻意义是“人的品质”；隐
喻句１２中的“苗子”有５４３％的人理解为“进步很快的年轻人”，是错用“生长快”义代替了
“继承”义，此外“苗子”还有“略微显露的发展趋势或情况”这一隐喻义。

赵宗金（２００６）认为隐喻意义的多样性构成了隐喻主旨（或本体）与载体（或喻体）之间
张力的内容，而获得明确的隐喻意义的关键是理解表达者意向。据此，我们认为，留学生对

这些隐喻词、句理解不佳除了自身原因外，还有隐喻意义的多样性和表达者意向的主观性等

外部原因。

表３　得分最低的５项

排序 隐喻词、句 均值 标准差

１ 拳头 ０８３ ０９９

２ 走弯路 ０７４ ０９７

３ 野兽 ０６６ ０９５

４ 贱骨头 ０６３ ０９４

５ 好苗子 ０５４ ０９０

我们还发现，有少部分留学生直接选择该隐喻词的本义，如隐喻句１中的“翅膀”、隐喻
句２中的“蛋糕”，这表明他们还不能明确辨认出隐喻用法，这实际上也是隐喻理解能力弱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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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留学生的总均值２３５７与中国学生的总均值３６９３比较，留学生则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留学生隐喻理解能力与其汉语水平显著相关

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认知问题，所以影响留学生隐喻理解能力的因素自然离不开其

汉语水平和认知水平。鉴于这项研究暂不考虑认知水平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从汉语水平来

探讨。

通过均值比较和独立样本Ｔ检验，我们考察了隐喻理解能力与性别、所属文化圈、汉语
水平、是否华裔、学历、汉语学习时间、在华时间等因素的关系，发现：隐喻理解能力在性别、

所属文化圈、是否华裔、学历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汉语水平、汉语学习时间、在华时间

上则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均值及Ｔ检验结果详见下面表４。

表４　各类别均值、独立样本Ｔ检验的ｔ值及其显著值

序号 类别 被试数 均值 ｔ ｄｆ（自由度）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１ 性别
男 ３６ １１９

女 ３４ １１７
０２８０ ６８ ０７８０

２ 所属文化圈
儒家文化圈 ５３ １１９

非儒家文化圈 １７ １１５
０３０２ ６８ ０７６３

３ 是否华裔
华裔 １７ １２５

非华裔 ５３ １１６
０８１１ ６８ ０４２０

４ 学历
本科生 ５０ １２２

研究生（硕博生） ２０ １０８
１３１３ ６８ ０１９３

５ 汉语水平
中级 ５９ １１２

高级 １１ １５１
－３１８２ ６８ ０００２

６ 汉语学习时间
不到２年 ３６ ０９８

２年以上 ３４ １３９
－５１３３ ６８ ００００

７ 在华时间
不到１年 １４ ０８７

１年以上 ５６ １２６
－３４６６ ６８ ０００１

中级汉语水平者与高级汉语水平者的均值分别为１１２、１５１，经独立样本 Ｔ检验，Ｔ＝
－３１８２，Ｐ＝０００２＜００１，表明两者在隐喻理解能力上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即高级水平
留学生的隐喻理解能力远远大于中级水平留学生。

这里的“高级水平”是指汉语水平达到旧ＨＳＫ６级及以上或新ＨＳＫ５级及以上。这一点
不难理解，因为一定的二语水平是理解二语隐喻句的基础，如果连词、句的字面义都难以理

解，那隐喻句就更不用说了。

不到两年学习者与两年以上学习者的均值分别为０９８、１４０，经独立样本 Ｔ检验，Ｔ＝
－５１３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两者在隐喻理解能力上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即两年以上
的学习者隐喻理解能力远远高于不到两年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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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时间不到１年者与１年以上者的均值则分别为０８７、１２６，经独立样本 Ｔ检验，Ｔ
＝－３４６６，Ｐ＝０００１＜００１，表明两者在隐喻理解能力上也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即在华
时间１年以上的留学生隐喻理解能力远远强于不到１年的留学生。

汉语学习时间和在华时间这两个因素实际上与汉语水平、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度有很大

的相关。经检验，汉语水平与汉语学习时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０２８７，表明两者相
关性显著。

而在华时间长能使留学生更多地接触、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社会以及中国人思维习

惯，这对其理解汉语隐喻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基于已有研究显示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汉字（江新，２００６；马明艳，２００７；
安然等，２００７；单韵鸣等，２０１０）、词汇（江新，２００５；安然等，２００８）、文化词（张仕海，２０１２）等
习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原以为隐喻理解能力与是否华裔、所属文化圈会有显著关系，

然而令我们比较不解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被试都是学历留学生，其认

知、思维水平差距不太大。当然，这一点还有待增加测试题量和选取更多被试来进一步

探究。

（三）最易理解的是食物及用品类隐喻，而最难理解的则是动、植物类隐喻

我们把２０个隐喻句分成了四大类别，然后分别统计均值，发现：得分最高的是有关食物
及用品的隐喻，得分最低的是关于动物、植物的隐喻。详见下表５。

表５　四大语义类别的均值

排序 类别 均值 标准差

１ 食物及用品 １４３ ０４９

２ 动作及其他 １１９ ０５６

３ 身体及部位 １０９ ０４９

４ 动、植物 ０９３ ０５８

食物、用品都是日常接触最多的，如“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中的“裤子”、“历史是一面

镜子”中的“镜子”，有的本身还是外来的如“把蛋糕做大”中的“蛋糕”、“吃不到葡萄说葡萄

酸”中的“葡萄”等，留学生最为熟悉，他们容易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其隐喻意义。

而动物、植物常常会因民族认知差异、自身特性多样等而呈现出不同的隐喻义，所以准

确理解有很大难度，如“野兽”，可以偏向强大有力的方面，也可以偏向邪恶野蛮的方面，在

中国则更多地指后者；又如“苗子”，其特点有“新生、生长快、继承母体”等，而在中国更多用

来比喻继承某种事业的年轻人。

当然，这种隐喻理解难易的区分并不能局限于这四类，据语义内容来看，隐喻是可以分

很多种的，如还有颜色类、方位类、容器类、天体及自然现象类等。若从本体（或目标域）、喻

体（或始源域）的具体、抽象来看，可以有具体－具体、具体 －抽象、抽象 －具体、抽象 －抽象
四类。

袁凤识等（２０１２）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最易理解的英语隐喻是抽象 －具体类，最难理
解的是抽象－抽象类，而美国大学生最易理解的是具体－抽象类，最难理解的是具体－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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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指出这可能与东西方思维方式、诸多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

汉语中的动物、植物隐喻非常丰富，也常带有中国人独特的认知和情感，例如十二生肖、

蝙蝠、鱼、花草、根叶枝等。

张仕海（２０１２）研究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文化词的习得情况后发现，最难理解的是历
史词语和除了理性意义外还带有比喻义、引申义、象征义的词语。

基于此，我们认为，留学生如要增强对动植物类、身体及部位类、动作类这三类隐喻的理

解能力，则亟需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更多的有隐喻意义的文化词语，如“画蛇添足”、

“粗枝大叶”、“脊梁”、“开门红”等。

（四）隐喻理解效果与语境强度呈正相关

词语以及句子意义的明确理解常常需要丰富的语境，对于隐喻词、句的理解更是如此。

语境可以是书面的上下文，也可以是会话情景、双方关系，还可以是该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

如果语境丰富，那么就便于理解隐喻；若只有一个孤立的隐喻词、隐喻句，那理解起来就相对

难得多。

在问卷的２０个题项中，强语境的题项有８个，弱语境的题项有１２个，我们统计其均值，
进行Ｔ检验，结果如下表６。

表６　不同语境下的隐喻理解均值及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

语境强度 均值 标准差 ｔ ｄｆ（自由度）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强语境 １２７ ０５２

弱语境 １１２ ０３８
３３５４ ６９ ０００１

经配对样本Ｔ检验，Ｔ＝３３５４，Ｐ＝０００１＜００１，表明语境对隐喻理解效果有十分显著
的影响，即强语境理解效果明显好于弱语境理解效果。

Ｓｋｏｕｆａｋｉ（２００５）在对 ４０名希腊高级英语学习者的隐喻习语猜测能力进行研究后发现，
语境对隐喻意义猜测有一定影响：如果把习语由单独列表改为嵌套在课文中，则显著降低了

学习者自发利用想象、母语、逐词辨析以及单个词汇的语义延伸程度。

李长忠（２００２）指出对于隐喻理解，语境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从语言、情景、文化、主
观因素等几个方面探讨语境对隐喻理解所发挥的功能。

王文斌（２００７）在探讨隐喻的建构与解读时，提出认知主体的主体自洽过程（ｓｅｌｆ－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ｏｎ），这一过程包含认知连接（ｌｉｎｋｉｎｇ）、冲洗（ｗａｓｈｉｎｇ）和合流（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而它们都离
不开语境。

干红梅（２０１１）研究发现语境的丰富程度会影响目标词的学习，强语境能降低词语的学
习难度，尤其是对不透明词的学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见，因为隐喻词、句的理解都不是字面意义，而在字外，所以要很好地理解它们，语境

的丰富与否就有很大影响。

三、相关教学建议

通过隐喻理解问卷调查，我们发现：１）留学生的汉语隐喻理解能力有限；２）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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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时间及在华时间等因素与其理解能力有显著相关；３）他们最易理解的是食物及用
品类隐喻，而最难理解的是动植物类、身体部位类隐喻，可以说汉语隐喻理解存在难度阶梯，

这与隐喻词句的语义类别有密切关系；４）语境的强弱对隐喻理解效果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鉴于此，我们建议：

（一）重视并加强留学生汉语隐喻能力的培养

隐喻性表达的普遍性证明它在语言交际中具有认知、语言、交际等不同功能，而这些功

能反过来显示隐喻性表达是语言能力的重要构成。隐喻能力大致包括隐喻理解与生成（或

表达）能力，是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调查显示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成绩与中国本族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既是汉

语水平差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与隐喻思维特征了解、习得很不

够。所以，加强隐喻能力的培养是急需的。

概念隐喻理论表明，隐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共性，基于那些共同的认知结构，扎根于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隐喻就可能出现“共核”现象，比如“战争隐喻”、“旅途隐喻”、“疾病隐

喻”等。

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因势利导、激发留学生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背景，通

过其母语文化的正迁移来加深对汉语隐喻的理解与掌握。而隐喻思维又会带上民族文化的

特殊性，所以，需要将汉语中所特有的隐喻表达方式强调出来。

在培养隐喻能力时，隐喻意识的训练十分重要。从语言教学来看，在中高级汉语课堂

上，教师可以通过多义词的隐喻义及比喻句的理解训练来增强留学生的隐喻意识。我们考

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发现释义中明确写有“比喻”字眼的词条就近３０００个。
从文化教学来看，当前普遍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实际上有助于提高留学生汉语隐喻理

解能力。教师可以多让留学生了解并熟悉中国人的隐喻思维特征。把抽象、生疏的事物比

喻为形象、熟悉的事物，这是中国人思维、语言表达中的常态，所以汉语隐喻异常丰富，以致

英国著名学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说“隐喻是汉语的脊梁，学好这些隐喻对掌握汉语大有裨益。

（二）注重从系统性的角度来教授动植物类隐喻、身体及部位类概念隐喻

汉语隐喻在词、句上的广泛存在，似乎零散得让教学无从下手，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有些

隐喻系统容易理解，有些则难以理解或易发生偏误。中国人给予动物、植物、身体以及身体

各部位众多的隐喻义，十分丰富，是成系统而且有诸多特色之处的。

这需要汉语教师多引导留学生来习得：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隐喻如“鲜花喻美人”，可以

一提带过；而对于带有特殊性的隐喻系统，则需要强化。

拿“狗”来说，中国人附加了更多贬义和否定义，相关的隐喻词会关涉到“狗”的食物、生

活习性、生理特点、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从而表达出“生活环境脏乱差”、“道德品质败坏”、

“谄媚势利”、“胆小”、“凶恶”、“判断力低下”、“坏人”等隐喻义，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如：狗

食、狗窝、狗头军师、狼心狗肺、狗腿子、狐朋狗友、狗熊等等不胜枚举。

毛海莹（２００３）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独特的文化隐喻，将之分类归纳为喜爱型、排斥型
和敬畏型隐喻，以帮助留学生更准确地使用日常生肖语言。

李慧贤（２００８）研究指出，汉语人体词语通过形状、部位和功能的对应，能够投射表示人
体其他部位或器官，动植物等有生物的相关部位或器官，以及自然物、建筑物、容器等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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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部位，有些人体词语还可进一步投射到抽象域。

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非常强调隐喻作为概念认知的系统性，将之分为空间隐喻（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实体隐喻（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结构隐喻（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三大类
别，而每个大类别下面又分了若干小类。

黄锦章（２０１０）认为隐喻和隐喻能力在商务汉语国际教育中有重要作用，并利用隐喻的
系统性，引入“先行组织者”策略和概念图技术来解决专业用语教学中的难题。

总之，如果能将动物、植物、身体部位等汉语的整个隐喻系统包括与人类其他语言的共

性、自身的独特性都详细地描写清楚，那么就能更便于教师传授，学生理解。

（三）结合丰富的语境来进行隐喻理解能力训练

离开语境是很难理解隐喻的，这不仅对本族语者如此，对二语学习者更是如此。有的隐

喻义能固化为词语的意义，而大量的则是临时的、动态的，需要在上下文语境中构建始源域

与目标域这“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如果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不能
快速、顺利链接，那么隐喻理解就会断裂。

为了训练留学生的汉语隐喻理解能力，最好是提供丰富的语境，可以是前后几个小句或

前后几个段落，甚至一个篇章，让他们在强语境中来理解。如，为了让留学生理解“牛郎”、

“织女”、“王母娘娘”、“鹊桥”等的隐喻意义，不惜花大力气让他们在这个神话爱情故事的

篇章中展开。这一点应该在中、高级汉语教学中有较多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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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流行语教学的规范性探究

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熊莉

目前，国内语文教学界对流行语特别是网络用语在中小学生中的使用已经有了较高程

度的重视，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并呼吁要慎用流行语（特别是网络语言）。为此，学界展开了

大量关于语言规范性的讨论，大多数学者的态度是“不提倡、不打压”，基本都认为教师应该

积极引导学生规范使用自己的语言。

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界，这种关注程度还不够，曾见过一个性格活泼的越南男同学，交际能

力很强，有很多中国朋友，有一次他这样称呼自己的老师：“美女”，老师愣了，越南学生意识到好

像不对，立刻解释道：“老师，这是我刚跟中国朋友学的，他说现在中国叫女人都可以叫美女。”

这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目前，学界对流行语的规范性还没有那么高的重视，客观的情

况是留学生接触和使用的流行语还较少，但本人在教学和与学生交流中遇到的一些情况，让

我感到应该提前反思，做好规范流行语教学的工作，以防患于未然。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流行语教学的必要性

１流行语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的必要性

流行语，也有概念称之为新词新语，表面看是一种词汇现象，实质却反映了一个国家、一

个地方一定时期内的某些发展变化，是一个时期内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犹如社会的一面镜

子［１］。流行语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时代性［２］。有些词语在某段时间流行，它就是流行语；

后来可能在某段时间不流行了，就不再是流行语了。

每年年末，很多机构、媒体等都会统计当年的流行语，从而反映当年的热点问题、流行事

物等。所以，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有人把流行语称为“熟

悉的陌生人”，有着俚语性质的流行语对于留学生来说有着特殊意义［３］。

同时，流行语主要不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更多地是折射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

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出了文化交流的结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就是要提高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吸引力，这不仅包括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更重要是当

代文化的吸引力，所以可以说，流行语是一面直观折射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镜子。

留学生通过流行语的学习，可以知道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流行什么？从而了解当今

中国，融入中国文化，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２留学生的动机、需求决定了其教学的必要性

本人曾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在巴黎七大孔子学院工作期间对孔子学院学生做过一个关
于学生动机的调查：８０％以上的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是旅行、与中国人交流，从而了解中
国文化。

在另一项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在本人任课的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零起点新一班和初
级一班两个班的留学生进行了关于学生需求的调查，结果表明：１００％的留学生选择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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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只讲书上的内容，而是喜欢老师除了讲书上的内容，还多讲一些生活中常用的内容。

可见留学生的第一需要不是知识，而是技能———交际技能。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国

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中国人现在都在做什么？他们希望通过在课堂上的学习，能够与中国

人有共同话题，能够明白中国人的交谈；能够自我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方式查看中国时政

新闻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海外，大部分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并不是汉语言专业，而是以汉语为工具进行历

史、地理、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学习、研究，加之他们又没有身在中国，所以他们更加迫切

地想了解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流行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遇到流行语最多的情境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海外

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要了解中国必然会通过这些媒介，如果不掌握一些流行语，真是“一

头雾水”。

记得去年在巴黎孔子学院教学时，一个法国学生曾拿着一份在网上打印的中国新闻问

我：“给力是什么意思？”来华留学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上个学期班上一名韩国学生问我

“宅男”一词，我很纳闷，询问后得知，原来他听中国学生介绍了一个娱乐节目《非诚勿扰》，

觉得很有意思，那里面的人常常说自己是“宅男”，他非常费解。可见，对留学生的流行语教

学真是非常必要。

３大纲、教材的滞后性要求在教学上进行必要的补充

汤志祥（２００２）［４］曾对《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５］（以下简称《大纲》）中的流行
语进行了一个数据统计，已经收入的新词语都是８０年代的，新词语总量只有１１个，它们分
别为：大包大揽、倒爷、搞活、空调、立交桥、连续剧、面包车、拼搏、评估、评审、万元户，仅占总

数的０１２４７％。这１１个新词语都划定为丁级词。
这份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权威纲领性文件中只有微乎其乎的流行语，结果必然是导致

教材编写、课堂教学、ＨＳＫ考试等方面都“先天不足”。虽然有些汉语教材也注意加入一些
流行语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阅读教材，但是由于教材的稳定性和滞后性，有些新出现的流行

语很难进入教材。

李红印（２００８）［６］谈到，对外汉语教材和大纲中不重视和关注网络新词语，导致教材相
对落后。汉语教学大纲中量微，汉语教材中没有，有些汉语老师就不讲，最后的结果是留学

生根本没有机会学习流行语［７］。

性格活泼、交际能力强的外国学生就通过日常生活与中国人交流中获得了一些，不过有

时可能就一知半解，或者学习到了一些并不是那么全面、那么规范的用法，并没有获得规范

性的指导。所以，“我们必须将汉语新词语的教学安排到我们的教学中去，它是当前对外汉

语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８］”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流行语数量范围的规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本体研究学界开始重视“新词语”、“流行语”等的教学与研究，而国际
汉语教学界相对滞后。尽管如此，一些教师和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对外汉语教学汇总流行

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一些学校专门开设了选修课，还有些学校开设的报刊阅读课

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本人认为，除了开设这样专门的课型教授流行语外，还可以通过常规课型在课堂上穿

插流行语的教学；而且也许后者才是更重要或者说更广泛的形式。这就要把握好教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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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数量和范围，明确哪些应该教、哪些可以教、哪些不必教、哪些最好不教。

我认为有几个原则：稳定性强、使用频率高、使用范围广、常用于日常生活交际的流行语

应该教；与教授内容有关、与学生情况有关，即使使用频率不高、使用范围不广的流行语也可

以教；稳定性不强、一次性用法的流行语可以不教；消极意义、低俗的流行语最好不教。这是

几条大的原则，要把握好这几个原则才能做好流行语教学的规范性。

每年“中国语言文字网”都会根据语料库调查统计公布每年的流行词，每年基本上都有

几百上千个，这些词都反映了这一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国人关注的一些

焦点等。

该教哪些、不教哪些，就要教师心中有数，把握好几个原则：

首先，如果流行语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基本进入到了一般词汇的范畴，那就是应该教

的部分。

其次，那些稳定性还不强，使用范围也不广的词，比如上文提到的“宅”、“给力”，都是近

一两年的热词，现在还无法判断它们是否会经过时间的检验进入一般词汇中，基本属于一次

性用法的词，但由于外国学生遇到了这样的词，与其有关就可以教授；

此外，与教授内容有关的，根据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以及对课外文化知识的渴求程度可以

教授。比如去年我在教授口语课时，由于那个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求知欲望强烈、交际能

力极强，所以我在教学中常常给他们补充一些流行语，他们对此非常喜欢，兴趣极高。

当时所选用的教材是路志英编著的《发展汉语 －中级汉语口语（上）》［９］以第十二课
《我看婚姻与爱情》为例，由于课文中出现一些对婚姻、爱情的观点，我就给他们补充了“裸

婚”、“闪婚”、“房奴”、“车奴”等一些流行语，他们觉得非常有用，因为现在中国人对爱情、

婚姻的一些观点跟他们有相似之处，他们可以用这些词表达他们国家人们的看法，所以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

再次，稳定性不强、一次性用法的流行语可以不教，比如刚才提到每年公布的成百上千

的流行语，除了一些被人们常常提起外，其它如“表情帝、淡定哥、高姐、月光退休族、杯具

门［１０］”等，只是一时出现，可能昙花一现，学生可能根本不会接触到，中国人有的可能也弄不

清楚，这样的就可以不教授给学生了。

最后，对于那些低俗词语、否定消极意义的流行语最好不要也没必要教授，比如“小

三”等。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强调流行语的使用场合

提高流行语教学的规范性，除了告知留学生流行语的含义、产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外，更

重要的是告知留学生该流行语的使用场合、使用对象，这也是本人在留学生词汇教学中常用

的方法。

遇到一个新词语，不应过多地给留学生讲解它的含义，而是更应该给留学生模拟各种适

用的场合，让其在自我感知中记住典型的使用场合，这不仅会让他们记住这个流行语的意

义，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领悟正确恰当的使用环境，从而掌握正确的用法，这也就达到理

想的流行语教学效果了。

在具体操作上，教师可以借鉴语文教学中对中小学生如何恰当使用网络用语的方法，巧

妙设计一些练习，练习是将知识转化为技能的重要手段［１１］。比如上文“美女”一词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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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你觉得下列说法合适吗？

（１）上课前，老师遇到两位学生
老师：你们好！

学生Ａ：老师，你好！
学生Ｂ：美女，你好！
（２）校门口小商店，老板和顾客
老板：美女，要点儿什么？

顾客：我随便看看。

通过这两个例子的判断，让学生知道到底在什么场合可以使用“美女”一词，什么场合

不行。上文中那位越南男同学之所以用错，就是不明白它的使用场合。“美女”原意是漂亮

的女人，现在常用于对女性的一种称呼，一般是年轻女性，但有时也泛化，与漂亮无关，用于

对别人的恭维，为的是拉近距离，口语词。

学生们希望说更地道的中国话，不仅体现了对流行语表达的渴求，也恰巧说明了流行语

教学的重要性。

再如下例：选词填空：

早前台湾歌手蔡依林宣传新碟时称，（Ａ、销售的数量　 Ｂ、销量）已突破１５万。周杰伦
随即（Ａ、强烈谴责　Ｂ、炮轰）其唱片公司（Ａ、居于上层的领导人物　 Ｂ、高层）为了扩大影
响而（Ａ、夸大销售数字　 Ｂ、作假）。日前个性特立独行的周杰伦再度放炮，主动公布自己
的唱片实际预购量，并痛批台湾唱片界对销售量（Ａ、虚夸数字　 Ｂ、灌水）的恶习［１２］。

这样的选词填空练习，可以让留学生通过对比明白流行语的涵义及使用场合。通过这

样一些使用场合的展示，让学生明白如何正确地使用流行语。这对于规范留学生流行语的

使用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个流行语就折射着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文化价值观。提高我国软实力，让世界了解中

国，流行语无疑是一个窗口。规范流行语教学，推广中国文化，这是我们每位对外汉语教师

及语言研究者都应该认真思考并身体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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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历史与文化合作
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海上丝绸之路”与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关联性研究

江苏大学　江永华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进入２１世纪后提出的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是中国承担大国责

任，主动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更大作用，以担当的姿态，承担起振兴广域内经济发展并

复苏全球经济形势的重任。该战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

与教育的开放、流动和互相促进。

如何积极响应这一重大战略，并推动该战略的顺利实施，成为新时期高校教育国际化发

展的重要标杆。本文选取Ｊ大学为案例，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提出一些来华留

学生招生工作的对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崛起阶段最重要的宏观国际战略，具有

卓越的政治眼光，对中国崛起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以下是依据“一带一

路”规划全文绘制的三幅图，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信息。

１中国驱动的亚欧大陆一体化战略

图１　央视新闻联播，“一带一路”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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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１］（中央电视台１套新闻联播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３日）能够直观的看出，“一带一路”

的驱动点是中国，以中国、欧洲为两端，中亚、印度洋为陆海主要通道，非洲东岸、南太平洋为

分支，谋划的横跨亚欧大陆和连接两海一洋的千年战略。

从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积蕴，确实是

提出并实施这一战略的无可替代的国家。该战略的目的是推进亚欧大陆的交流融通，在求

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顺应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实现亚欧广域内的一体化进程。

２中国引领的多元文化互通开放战略

图２　“一带一路”战略线路图

从图２［２］（黄振业南方教育时报多媒体数字版２０１５年０４月１０日）可以看出，“一带

一路”所涵括的国家众多，且非常具有文化代表性。这一地域的国家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

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和一部分部落本土文化，且“海上丝绸之路”将

四大文明古国象珠串一样穿连起来。

在各种文化中，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也必然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

的特征，因为缺乏开放性的文化，是无法具有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故由中国文化引领，实施

多元文化互通开放战略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

衡、可持续的发展。［３］（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０３月２８日）

３中国东部沿海高校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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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一带一路”基本线路图

从图３［４］（国际商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可以看出一个重要历史与文化现象，即“海上

丝绸之路”通道主要依托城市大多是拥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城市。如果说１２６５年前的怛罗斯

之战是中华文明试图影响陆路通道的一次尝试，兵微将寡的武力尝试，其结局是失败，那么

今天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战略没有失败的理由。

这次尝试依然是大胆、充满想象和挑战，虽然缺乏地域性的强大扩张势力的对抗，但伊

斯兰文明仍是该通道中最需重视、研究和审慎对待的战略性问题。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

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

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

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

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５］（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８５５）

目前，美国已经着手干预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海权强国，其第一步棋就是

插手南海领土纷争。如何妥善应对美国的插手呢？历史与文化的问题，依然需要从历史与

文化的视角切入。

作为高校应该更积极的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从非对抗的角度提出化解美国攻击

的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教育组织和受教育者的交流，以人———人、高校———高校、组织———

组织的形式，超越平面交流阻碍（美军南海破坏因素），直接着眼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国

家人才培养。

限于研究人手和能力，我们仅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这一微小视角来

分析，如何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图“引它山之石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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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Ｊ大学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生招生现状分析

从２０１４年至今，我们调查了省属重点高校Ｊ大学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

生招生情况。近三年来，Ｊ大学招收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

坦、肯尼亚等国家的留学生。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１印度来华留学中介一枝独秀。印度中介招生专业人数超过了其它专业招生人数

之和。

２政府奖学金招收来华留学生地位重要。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和江

苏省政府奖学金生招收的来华留学生占有一定比例，且专业分布宽泛。

３西医与工程学专业是招生专业主体。这与 Ｊ大学本身工科、医科办学实力较强

相关。

４自费来华短期汉语言生发展前景广阔。短期文化体验团、汉语言生规模均有限，市

场潜力巨大。

５来华学习商科的留学生有一定规模。管理学专业的留学生相对于其它专业，有一定

规模，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商贸往来影响到学生来华留学的专业选择，东部沿海省份招收

商科来华留学生将成为新的招生专业增长点。

我们还分析出以下不足：

１海外招生宣传的自主性不强。来华留学是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内高校

或商贸经营机构对此重视程度不够，这有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学而优则仕”、“在

教不言商”的影响，也与我国重实物商贸，轻国际教育贸易的传统有关。

我们需要加强海外招生宣传的自主性，以优质的教育、经济为导帆，增强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对我国的了解和向往。

海外招生自主性不强，意味着对话语权的放弃，也放弃了深入了解其它国家风俗人情，

增进民间交流和理解的机会，无法客观了解到国外民间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政策的观点

和感受，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长期发展对“海上丝绸之路”不利。

２政府奖学金招收来华留学生的主导作用不明显：

一是政府奖学金生的名额有限，投放到地方高校的更少；二是政府奖学金生工作与“一

带一路”战略的结合有个过程，可能需要追加配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招生指标；三是

“一带一路”战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国家，在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工作中可能历史地

位并不突出；四是政府奖学金生的招生高校需要多元化，以对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是推进广域内知识、人才、资源的对等互利交流，增强中国政府

的影响力，而最佳的手段莫过于从文化与教育的角度施加影响。故政府奖学金的主导作用

必须加强。

３招生专业较为单一，竞争性招生专业依然集中在中西培养成本差异大的专业，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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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拓展国际生态的专业。比如西医来华留学走出了来华留学专业发展的成功之路，但

烹饪、中医、农业、能源、电气、教育、汉语等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就业型、发展型人才，专业招生

并不理想，对培育未来的一体化市场存在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４短期汉语生规模有限，需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开放办学程度。说汉语、写汉字、吃

中国饭，这是培养知华、友华、爱华最直接有效的三种手段，是从认知习惯、生活习惯入手，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工作。需要政府在短期团组入境签证等方面给予支持，助推“海

上丝绸之路”教育文化事业的规模发展。

５未来从事中外贸易是来华留学生选择商科的直接动因，需要加强海外中国企业与国

内高校的合作，形成人才培养、使用的良好循环体系。

三、“海上丝绸之路”东部沿海省份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的对策

如果说巴尔干是欧洲的火药桶，稳定的巴尔干有助于欧洲的繁荣，那么稳定的“一带一

路”必然有助于中国的繁荣和崛起。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受古代中

国的商贸影响较大，在政治环境、商贸、旅游、教育文化方面有良好的基础，东部沿海省份可

以实施先发战略，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各项合作措施可以先行，为整体战略提供宝贵的

经验。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

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

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１万个政府奖学金名

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

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

家间人才交流合作。［６］（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０３月２８日）
具体到来华留学招生，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江苏省教育厅牵头，组成江苏高校招生团出访巡展。组成招生团队，集团作战，对接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基础教育展，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培养汲取中华优秀价值观的海外青

年一代。

２以“郑和”为海上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计划命名，加强历史与文化合作，助推“一带
一路”战略。增加有利于促进包容理解的学科政府奖学金招生计划，如汉语、中医、烹饪、农

业、教育、国际贸易等专业的招生计划。增加短期来华汉语学习的政府奖学金团组计划。

３借助友城模式，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城市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
４组织高校优秀青年学生假期赴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开展志愿者活动。以青年人为纽

带，在彼此了解和亲近的基础上，带动来华留学。

５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国企业与江苏高校的合作，实行委培式招生计划。由中国
海外商务领事官员组织，海外中国企业研讨并制定方案，江苏高校承办，实施订单式来华留

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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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高中毕业生或大学生来华旅游给予短期签证优惠，让青年一代
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触发留学中国的动机。

７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汉语教学依然薄弱，
表现为来华学习汉语专业的留学生不多，能够与中国学生同堂授课的留学生不多，汉语学习

依然停留在国内为主阵地、短期体验式为主。

如果我们辛辛苦苦花钱培养一个留学生，他在中国学的最好的是英语，这是一种遗憾，

因为他不会有文化认同感，更不会对说汉语的族群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语言的熟练度决定一个人与这种语言母国人们互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跟从性，所以我

们不难看到，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在华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往往喜欢跟少数欧美留学生打

成一片，因为欧美留学生的语言是真正的母语，是这些留学生追寻的根。

我们不反对开设国际课程以抢占国际留学生市场，但我们始终要清楚，招收留学生究竟

是为了赚钱还是改善中国未来国际生态环境。两种动机会决定不同的路径和结局，故来华

留学生招生应当区分层次，高水平大学、中国特色产业和学科应当坚持中文授课，主要发展

中文授课来华留学生招生专业，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充足办学经费，发展改善中国未来国际

生态环境的来华留学生工作。

其它地方高校或非重点高校则发展国际课程，从国际市场吸取办学资金。各高校要积

极开办中文预科学院，对符合录取标准但中文未达标，如对于同堂授课，本科留学生入学汉

语ＨＳＫ要求达到６级，留学生可能是３级以上但未到６级，对这些留学生进行免费的１－３
个月汉语强化培训，食宿费自理。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商贸厅划拨一定资金投入开办中

文预科学院的高校，以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稳定的“一带一路”是在历史与文化方面与中国求同存异，而历史与文化的合作基于思

想，思想的物质表现是语言，如果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学生一听到汉语就亲切，一见到黄皮

肤就说“你好，你是中国人吗？”，这样的“一带一路”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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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有资源有效地做好项目招生工作
—以我校全英文授课研究生项目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韩瑞莲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招收留学生的途径形式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渠道：政府主导

招生和高校自主招生。前者是指我国政府和国外官方机构根据双边和多边协议接受留学

生，这部分留学生称之为政府奖学金生，其留学专业、目的等通常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和色彩。

我国政府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政府奖学金生，并以指令性计划的方式分配到高校。虽

然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名额不断增加，但其在整个留学生招生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高校自主

招生已逐渐成为我国接受留学生的主要渠道，主要包括互联网渠道、外部渠道和内部渠道。

互联网渠道是指留学生通过浏览高校网站上的招生宣传简章，通过在线咨询、投递简历

等流程，实现网上招生。

外部渠道是指高校通过运用各种校外资源和信息进行招生。具体包括国外中介代理机

构、民间群众团体组织和高校举办的海外现场宣传等。

内部渠道是指高校利用校内资源进行招生。在学校层面上，高校通过直接派人到国外

宣传或校际间签署交流协议来招生；在工作人员层面上，高校通过出国工作、进修的教师或

职工建立招生网点或关系进行招生；在学生层面上，通过已毕业回国的海外留学生校友会等

组织或留学生个人推荐等进行宣传。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自２０１１开设全英文授课研究生项目以来，现已有３个博士项目和８个硕
士项目。项目现有在学留学生人数１８６人，分布在６２个国家，已毕业人数２６８人。在项目运行的
六年时间内，我们曾尝试过以上所提到的各种招生途径，具体包括：赴外参加国际教育展，组织招

生说明会，建立专门的项目招生网页，通过国内外合作院校和海外孔子学院及其他合作办学机构

开展宣传，联系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和外派教师，请其协助推介，联络驻外使领馆等。

其中，实践证明最有效的三种途径是：项目在校留学生的推介；短期项目中的招生说明

会和对在校孔子学院学生的吸引。这三种途径都是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一、项目在校留学生的推介

依据项目自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某些国家的留学生报
到人数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如巴基斯坦留学生２０１３年为６人，２０１４年为８人，２０１５
年为７人，２０１６年为１５人。图１为部分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加纳、利比里亚、马拉维、厄立
特里亚和卢旺达）留学生的报到人数。

报到人数与招生人数是正比的关系，以项目２０１６年的招生为例，２０１６年项目总计招收
３３名巴基斯坦留学生，１７名坦桑尼亚留学生；实际报到巴基斯坦留学生１５名，坦桑尼亚留
学生１０名。这一结果也佐证了我们在在项目招生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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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的招生过程中，我们发现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招生具有一定的种子效应，亦即

在校留学生对项目的推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目前的数据和积累的经验来看，巴基斯坦

和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在推介项目给自己本国同胞上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有效地帮助我们做

了项目的招生宣传。

由于在校项目留学生的积极推介，这几年收到的来自这些国家的申请越来越多。申请

者的增多有利于我们从中选拨优秀的生源。２０１５年我们对巴基斯坦申请人的学历资格做
出了明确的限定：

巴基斯坦申请者须提交所有学历、学位证明及成绩单原件或公证件（由 ＨＥＣ确认），并
满足：申请硕士项目者须已完成１６年的教育，包含２年制本科及２年制硕士或４年制本科
学位（不包含ＢＥｄ／ＭＥｄ及其他各类文凭）；申请博士项目者须已完成１８年的教育，包含２
年制本科、２年制硕士及 ＭＳ／Ｍｐｈｉｌ学位或４年制本科及 ＭＳ／Ｍｐｈｉｌ学位（不包含 ＢＥｄ／
ＭＥｄ及其他各类文凭）。

对巴基斯坦申请人学历资格的限定极大地优化了生源的质量，以２０１６年项目录取的巴
基斯坦博士留学生为例，总计录取７人，其中６人来自于巴基斯坦非专业排名前４０的学校。
２０１６年项目录取的坦桑尼亚留学生均来自坦桑尼亚两所较好的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
桑给巴尔大学。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项目部分非洲国家留学生报到人数

二、短期项目的招生说明会

我校有一些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的、团体的、以学汉语为主的短期项目，如与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的（ＰＩＢ项目），与加州大学的加大项目，与达特茅斯大学的达大项目，与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的曼大项目等。每年这些项目都会定期派学生来学习，总计会有约３００名学生。
从２０１３年起，我们开始在曼大和加大的短期项目中举办招生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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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说明会往往选择在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进行，邀请有意在将来来我校留学的学生

参加。招生说明会上会结合学生已有的对我校的认识，整体介绍我校的留学项目，重点介绍

特色项目，并突出对奖学金的介绍。

为鼓励有意来华学习的学生申请我校，每年我们会给各个项目２－３名中国政府奖学金
名额，有效期为三年，并鼓励当年可以申请的学生，申请当年的项目和奖学金。２０１３年以
来，项目通过招生说明会招到１０名英美留学生人数。

项目招收英美国家的学生来留学很难找到突破口，我们也很难有机会走近英美国家的大学

校园，召开项目的招生说明会。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已有的短期项目，面对面地对有意来华留

学的学生进行招生说明会，也是目前我们项目在争取英美国家生源方面，较为积极地举措。

虽然，通过此途径，每年来校留学的人数并不稳定，但也总是会有几个果子。项目招生

经验告诉我们，招收英美国家的留学生，真的是需要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去捡，实践也告诉

我们此途径也是比较有效的招生方式之一。今后，我们会努力争取在所有适合的短期项目

中，召开招生说明会，以扩大范围，争取能招收到更多的学生。

三、对在校孔子学院学生的吸引

目前，我校有八所合办孔子学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孔

子学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加拿大魁北克孔子学院，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

孔子学院，意大利马切拉答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威廉玛丽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塔夫茨大学孔

子学院），在校的汉语进修的孔子学院奖学金生有５６人，他们大都是在我校进行一个学期
的短期汉语学习。在这些学生中有项目的潜在的生源，２０１３年项目就招到５名来自意大利
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

针对在校的孔子学院学生，项目设法将招生信息分享与推送给他们。如遇到来办公室

办事的孔子学院的学生，主动地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在校学习的情况，以及对今后的打算，

在谈话中寻找机会介绍我们的项目给他们。

在项目开始招生的时候，给他们发送邮件，介绍项目招生中的重点信息；积极协助孔子

学院项目的老师，尽可能地参加他们组织的学生活动，主动地寻找每一个能够与学生面对面

分享招生信息的机会。虽然，这些努力不一定会即时获得效果，但这也确实是我们能够利用

的现有资源之一，值得去争取。

四、结语

“宣传推介”是《留学中国计划》中的一项内容，意即：大力加强来华留学宣传和推介力

度。整合国内国外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国内有关机构和我驻外使（领）馆的、海外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等在华留学宣传方面的作用。加强“留学中国网”及各来华留学教育机构外文

网站建设。

心系国家来华留学的基本政策，切实地从工作实际中，从身边事情做起，寻找每一个来

华留学人数的增长点。利用现有的资源，做好项目的招生宣传，需要我们关注身边的留学生

全体，努力优化服务质量。服务质量的优化，实际是以管理促招生的一种手段。

在当前留学生生源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将目光从远处移到眼前，也不失是一种积极

而有意的探索，坚持下去，会发现项目用小精神成就了大事业，逐步在践行着《留学中国计

划》的十六字方针：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１０１



中国政府奖学金对外传播模式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冰

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各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国教育部委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国政

府奖学金生的招生录取和管理等工作。

根据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地区）政府、学校及国际组织等机构签订的教育交流协议或

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对外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用于资助到我国高校学习或开展科研的非

中国籍公民（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资助包括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

中国政府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目前有２７９所大学承担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

养任务。学科门类覆盖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

哲学、艺术学等。

中国政府奖学金按奖学金的类别划分为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主要包括７大项目：

国别双边项目、中国高校自主招生项目、长城奖学金项目、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中国－

东盟（ＡＵＮ）奖学金项目、太平洋岛国论坛项目、世界气象组织项目。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国际化的重要战略。中国政府奖学金同样采取了这一战

略，并且充分体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融合的独特传播模式。

一、“引进来”的对外传播模式

为进一步吸引海外人才来华学习和交流，给提高各地区国际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

力支撑。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引进及培养优质留学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奖学

金的七大项目显示了全方位、多角度、分区域、分层次“引进来”的传播模式。

这七大项目在资助对象、申请方法、资助类别、资助期限、资助额度等方面有所差异，大

体可分为三类：

“国别双边项目”是根据中国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国际组织等签订的教育

合作与交流协议或达成的共识提供的全额或部分奖学金。申请人向所在国留学生派遣部门

提出申请。资助类别包括本、硕、博及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目前中国已与１０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教育交流协议，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用于促进中国和外国政府间的交留互

换活动。

“中国高校自主招生项目”是中国政府向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部

分中国高校提供的全额奖学金，用于部分中国高校直接遴选和招收优秀的外国青年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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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习。此项目仅招收硕、博研究生。由申请人向承担此项目的中国高校提出申请。

高校自主招生项目给了高校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权，可以招收到更多外国优秀青年，也可

以巩固与现有国外高校开展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有效提升了高校的国际化建设，激发了各高

校的积极性。

针对不同区域的奖学金项目：

长城奖学金项目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全额奖学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学生、学

者来华学习和研究。仅招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

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是向欧盟成员国学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旨在鼓励欧盟成员

国学生来华学习和开展研究，增进相互了解和交流。招收本、硕、博、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

修生。

中国－ＡＵＮ奖学金项目是向东盟组织（ＡＵＮ）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旨在鼓励东盟成员国

青年学生、教师、学者来华学习，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只招收硕、博。

太平洋岛国论坛项目是向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国家学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世界气象组织项目是向世界气象组织提供的部分奖学金（提供学费、住宿费和综合医

疗保险），旨在鼓励有志于气象学科方面研究的世界各国学生来华学习和研究。只招本、

硕、博。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跨越国界、民族和文化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多

边交流、合作与援助。要培养出国际型人才，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就必须让学生到相关

国家去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去参与该国的生活，才能真正深入理解对方。

中国政府奖学金正是积极向各国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将国

外高素质人才“引进来”，让他们有机会来华学习，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汉语和

中国文化，了解、感知真实的中国，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培养中国情结，使学生深刻理解多元文化，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知华、友华、爱华国际友人。

二、“走出去”的对外传播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长远规划，也

是运用文化力量推动发展的一种策略。文化传播和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所以，

人员往来必然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便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毕业后，多数情况下会回国发展，也就是“走出去”的对外传播模式。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是一股重要的对外传播力量，他们对母校未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回国多数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对其本国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锻炼成为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骨干和精英，个人经历及学业背景使他们更渴望在工

作中与母校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交流，甚至渴望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学校建设和发展，将学校

的影响力辐射到海外各地。他们会增强母校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母校同母国及校友之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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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走出去”在海外辅助招生，树立学校品牌效应方面也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即使毕业归国，也会时刻关注母

校，情系母校，自觉宣传母校。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留学中国多年，切身感受了中国的现实社会、风土人情，吸收了中国

文化的精髓。他们往往带着中国的标准和价值观及所接受的训练和思想返回他们自己的国

家，成为一张张中国海外宣传的活名片，无形中会不自觉地，以多样化的方式来推动中国文

化的对外传播。

通过他们在本国的人脉，不仅可以吸引优秀生源来华留学，而且可与国外高校或相关机

构建立联系与合作。他们对母校的情况非常了解，在协助学校招生与拓展的过程中有很强

的说服力，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广泛发动已毕业的中国

政府奖学金生介绍优质生源，开拓市场，对于提高我国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树立学校国际

品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经济上受资助完成学业，回国后大部分对母校及中国都有着强烈的

感恩意识，对曾经在中国公费留学经历有着深厚的中国情节。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当代现

实生活、人文情境与文化生态，表达中国人的心声，展示社会、民族、地区的生活、精神和文化

状态。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就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贮备的大量对中国、对中国政府心存理解和

善意的支持者，无时无刻不在宣传中国、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既是中国对外文

化传播的对象，也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通过他们的“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介绍和

叙述中国历史，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才能更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他们成为向外扩张、移

植中华文化的骨干力量。

即使有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毕业后不回国而是留在中国继续发展，他们也必然与母国

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侧面向母国传递着中国的讯息，传播着中国文化。架起了一

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粱，这无形中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了中国向世界解释自

身行为的重要支点。

这对于派出国也就是留学生的母国和接受国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

这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来华留学，了解中国，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加强教育“软实力”建设。以中国政府奖学金为依托的汉

语国际推广事业可以有效提升软实力。教育外交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人才资源、文化价值观、

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等方面。

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拓展我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于促进世界认知和

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长久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扩

大我国教育文化影响的重要途径，在“软实力”外交工作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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