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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探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栾凤池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１３年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支撑。来华留学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教育合作和教育对外开放的前沿部分，

是民心相通、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渠道，起着战略性、先导性和驱动性

作用。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发展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全球留学教育将持

续扩张，“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将大力推动和加速我国与沿线６５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也

将极大地刺激和加快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可以预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

推下，沿线国家必将会成为全球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增速发展的主体生源储备区。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２０４９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中国建成一个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我国在教育领域提升综合国

力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新引擎。新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复合型专业人

才的参与和支撑，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人才需求，承担起时代使命。

面对国际新形势，深入研究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战略意义，立

足全球视野，厘清近６年来“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拟定有效的应

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战略意义

开展“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研究，目的在于深化对来华留学生

教育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的认识，探索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体制机制、方法路径，

并实现来华留学生教育自身的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研究“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战略，既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建

设、投资贸易、文化外交等领域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还可以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

积累广泛的人脉，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力量，使他们成为我国和相关国家地区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以及确保“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中坚力量，努力实

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

新动力，为实现“一带一路”行动愿景奠定坚实基础。

（一）“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支柱

“一带一路”（英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缩写Ｂ＆Ｒ）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

１



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

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它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战略构想，具有多元的国家战略诉求，包含多重的对外开放

功能，呈现广阔的地域延展性，战略指向合作、互信、交流、融合等多重开放功能，是国家的能

源安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国际合作，文化复兴，缩小区域差距等方面战略的综合

考虑［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将继续扩大，“一带一路”国家

来华留学生教育已被纳入到国家整体战略和顶层设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等教育

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将成为我国在教育领域提

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引擎和新契机，将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

俄战略研究所亚洲和亚太地区中心主任康斯坦丁·科卡廖夫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

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

意义。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战略实施的构成要素，应当被纳入战略设计的整体框架，改变

过去“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相剥离的观念，将来华留学生教育视为战

略本身纳入总体战略框架内予以科学规划和精心设计。

从服务国家长远利益，推动世界和谐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其全局性价

值，并采取政府主导推进的方式，以战略子系统的立场来综合考量国际与国内文化教育、经

济贸易、地理位置等发展状况，全面系统规划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２］。

２０１５年 ３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明确指出，要扩大留学生规模，积极开展合作办学，

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 １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发

力点。

过去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多是由于地缘优势而进行的自发性行为，未纳入“一带

一路”整体发展战略，更未显现国家之顶层设计和上层建筑，建构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来

华留学教育激励机制，将有助于利用多方优势形成联动合力来吸引来华留学生源。

“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结构转型的需要，将改变过去以东部间接

促进西部的区域发展版图，将西部开发纳入“一带一路”战略系统，为我国的西部开发战略

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对“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提出了时代新要求，我们要大

力推进与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为以亚欧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大量

优质人才，从而加快我国西部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有助于实现整

个中国的现代化，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一体化潮流，真正彰显了我国以天下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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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担当以及与天下共发展的宏愿，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和国情的一种发展模式。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有助于实现“五

通”中的 “民心相通”，成为沿线国家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窗口，有助于我国在国际留学市

场上进一步打响知名度，树立留学中国的优质品牌。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将促使更多沿线国家的学生主动申请来华留学，为沿

线国家培养出更多服务于经济社会、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各类后续力量，助力“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发展。

（二）“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起点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表示，２０４９年的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

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２０４９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

今年，中国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三部委出台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国际学生”一词，接受和培养国际学生的宗旨也改为“为

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学校学习提供便利，增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

平”。业内人士表示，“国际学生”不仅是提法的变更，也是姿态的转变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

体现。

２０１５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１５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

标，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

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高校应积极行动起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优势和特色学科，以此增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吸引力。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来华留学工作成为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指标体系的中心环节，也是促进中国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抓手。

在这一世纪性的系统建设工程中，我国高校必须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人才战略需

求为导向，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结构，有针对性地将来华留学生培

养成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各类优质人才，如人文交流型人才、技术应用型人才、经贸合作型

人才和政策法规型人才等，倾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改善留学中国的软环境，助推“一带一

路”倡议的建设实施。

必须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校现阶段发展的引领作用，将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

学生教育和国际化发展战略相对接，使沿线国家更多地受惠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鼓

励政策，并积极与沿线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加强沟通，以稳步前进的姿态吸纳沿线国家高校

学生搭上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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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表明，要“扩大教育开放”。“一
带一路”倡议作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成为推进高等教育

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起点，有助于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

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培养国际化人才。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大

学”的奋斗目标紧密契合，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新契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表

明，要加快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和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

育合作，这对提高“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质量，推进人文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教育专家、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中国教育在规模方面的发展令
人瞩目，已成为全球第三、亚洲最大留学生输入国，但教育质量问题亟待解决，要大力发展优

质教育，“要解决质量问题，就必须推进一系列、分层次的教育和科研的制度改革。”

若想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国家政策的支持、教育

水平的国际化提升是外部条件，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本身的质量才是根本。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有赖于质量建设的不断加强，要改变沿线国

家留学生多半以文化考察和语言学习为目的进行短期访华的局面，改变过去由地缘特征决

定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规模优势的格局，以中国留学教育自身内涵吸引沿线国家学生来

华学习，使发展中国家学生更多受中国的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增大的拉力来华留学。

这就要求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沿线国家学历和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特别是沿线

发展中国家，以满足战略实施对高层次专业性人才的诉求，保证“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设需

求与留学生培养目标的有机统一，增强教育内源性牵引力、提高教育质量、保证留学生教育

的培养质量，有助于使来华留学生在学成归国时，成为国家建设的紧俏人才，真正为自己国

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高校是我国教育质量建设的承接者和主体，各校应增强责任意识，将质量保障行动融入

日常教育实践，成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建设的行动者和捍卫者。同时，力争优化培养结构、

提高培养层次，不断增强来华留学教育内源性牵引力，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来华留学，逐步优

化来华留学教育结构，不断提高来华留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政府是教育质量建设的把控者和监督者，应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制度，聘请专业的评

估组织定期对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办学资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力量、国际化水平、教学过

程、课程设置等教育全过程进行第三方评估认证，实施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外部宏观监管。从

而构建以高校和政府内外协作的质量保障体系，推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持续提高，使其真正

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需要。

二、“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中，“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教育占据着重要位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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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深远。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

然而，从国家战略视角出发仔细审视沿线６５个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发现存在诸多问

题和结构性缺陷。查明问题所在，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既有益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也有利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好的发展。

（一）规模持续扩大，但区域差异显著

在过去６年间，全球来华留学生人数以年均增长率８９７％的速度快速增扩，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５１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９７６万人，２０１６年留学生规模突破４４万人，来华留学生人数

增速水平已高于《留学中国计划》中规划的年均增长率６９４％的预期目标。

同样，“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亦呈现快速递增趋势，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一带

一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２００９％。其中，中亚５国、南亚８国、西亚非

１９国和中东欧２２国均高于沿线国家总体增速水平，分别以年均增长率３７１０％、３０２３％、

２５８７％、２０９５％的速度急速扩大。且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数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已由

２０１０年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总数的３７３％发展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６１％，这说明过去１０年间全球

来华留学教育人数的快速增加主要依靠沿线６５个国家的生源。（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全球与“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数

年份

全球 “一带一路”国家

人数 增长率 人数
占全球来华

留学生比例
增长率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０９０ １１３％ ９８９６４ ３７３％ １６６％

２０１１ ２９２６１１ １０４％ １１００５８ ３７６％ １１２％

２０１２ ３２８３３０ １２２％ １２６７４３ ３８６％ １５２％

２０１３ ３５６４９９ ８６％ １４２４６１ ４００％ １２４％

２０１４ ３７７０５４ ５８％ １７１５８０ ４５５％ ２０４％

２０１５ ３９７６３５ ５５％ １８３１８２ ４６１％ ６８％

　　从“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占有量来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前，沿

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的生源主要集中在中亚５国、蒙古、东南亚１０国、南亚８国，明显领先

于西亚和中东欧国家。

其中，东南亚１０国和蒙古两个区域由于来华留学教育起步较早，虽近年低于沿线国家

总体增速水平，但其留学生人数始终在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沿

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支撑。

可见，未来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张和提升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中亚５国、南亚８

国、西亚非１９国和中东欧２２国，尤其是中亚５国和南亚８国两地区。（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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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一带一路”国家分区域来华留学生数

地区 类型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中亚５国 人数 １１９３０ １３４９６ １６４２５ ２０１１８ ２１１３６ ２３１５６

占总体比例 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３０％ １４１％ １２３％ １２６％

增长率 ２６３％ １３１％ ２１７％ ２２５％ ５１％ ９６％

东亚１国 人数 ６２１１ ７１１２ ８２１０ ８０５４ ７９２０ ７４２８

占总体比例 ６３％ ６５％ ６５％ ５７％ ４６％ ４１％

增长率 ９３％ １４５％ １５４％ －１９％ －１７％ －６２％

东南亚１０国 人数 ４９５８０ ５４７９０ ６１８１９ ６８４４７ ６９１３８ ７１１０１

占总体比例 ５０１％ ４９８％ ４８８％ ４８０％ ４０３％ ３８８％

增长率 １５８％ １０５％ １２８％ １０７％ １０％ ２８％

南亚８国 人数 ９０１４ ９３７０ １０２３７ １１７８１ ３５４９４ ４３０１９

占总体比例 ９１％ ８５％ ８１％ ８３％ ２０７％ ２３５％

增长率 ６４％ ３９％ ９３％ １５１％ ２１３％ ２１２％

西亚非１９国 人数 ６３０１ ７９２２ ９９１９ １１８５８ １２９１４ １３７４７

占总体比例 ６４％ ７２％ ７８％ ８３％ ７５％ ７５％

增长率 ２５８％ ２５７％ ２５２％ １９５％ ８９％ ６５％

中东欧２２国 人数 １５９２８ １７３６８ ２０１３３ ２２２０３ ２４９７８ ２４７３１

占总体比例 １６１％ １５８％ １５９％ １５６％ １４６％ １３５％

增长率 １８６％ ９０％ １５９％ １０３％ １２５％ －１０％

（二）非学历教育为主体，培养层次偏低

数据显示，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亚５国、蒙古、东南亚１０国、西亚非１９国、中东欧２２国
５个区域与沿线国家和全球来华留学教育学历结构发展态势趋同，均以非学历留学生为主
（且非学历留学生在沿线国家和全球留学生总数中的比重日趋减小，学历留学生比重日渐

增大），学历生占留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较低。

而南亚８国来华留学教育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结构特征，以学历教育为主体（学
历留学生在其留学生总数的比重虽有降低趋势，但却一直保持９０％以上，非学历留学生比
重呈现小幅增长趋势）。

就学历层次而言，沿线国家各区域学历留学生均以本科生为主，其在学历留学生总数中

的比重虽呈递减趋势，但仍占有绝对优势，研究生次之，专科生最小。

以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来华留学生统计数据为例，在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４７９名学历来华留学生中，
本科生占３２２％，研究生占 １３５％，专科生占 ０８％。相比而言，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
国的很多院校对留学生本科生的招生数量进行限制，这可从美国政府奖学金制度上加以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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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本科留学生不能申请美国政府奖学金，而硕士研究生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

博士研究生则更容易些。因此，硕博研究生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所占比例很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美国接收的６９０，９２３留学生中有２９３，８８５人选择的是研究生层次的学习，
占其总数的 ４２５４％，是来华留学生研究生的４５倍还多，由此可以看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
层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就非学历层次而言，沿线国家各区域非学历留学生以普通进修为主，其在非学历留学生

总数中的比重虽呈逐渐减小态势，但也占据绝对优势，短期进修次之，高级进修最小。不难

发现，“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存在学历层次偏低的问题，且普通进修生占据绝对主

体，而高层次留学教育的研究生和高级进修生所占比例较小。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一带一路”国家获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数

年份

全球 “一带一路”国家

人数
占全球留学生

总数比例

占全球奖学金

总数比例
人数

占“一带一路”国

家留学生总数比例

占“一带一路”国家

奖学金总数比例

学历 非学历 学历 非学历 学历 非学历 学历 非学历 学历 非学历 学历 非学历

２０１０ １８５６３ ３８２７ １７３％ ２４％ ８２９％ １７１％ ９３５９ １１９１ ２００％ ２３％ ８８７％ １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１９０５ ３７８２ １８４％ ２２％ ８５３％ １４７％ １１５８６ １２４６ ２１４％ ２２％ ９０３％ ９７％

２０１２ ２５０２５ ３７４３ １８７％ １９％ ８７０％ １３０％ １３９１１ １２０５ ２２２％ １９％ ９２０％ ８０％

２０１３ ２９０３７ ４２８５ １９６％ ２１％ ８７１％ １２９％ １６６２７ １３３８ ２３８％ １８％ ９２６％ ７４％

２０１４ ３２５６４ ４３７９ １９８％ ２１％ ８８１％ １１９％ １９４８５ １５０１ ２０２％ ２０％ ９２８％ ７２％

２０１５ ３６２８７ ４３１３ １９６％ ２０％ ８９４％ １０６％ ２２４８３ １７６４ ２０７％ ２４％ ９２７％ ７３％

（三）奖学金总体数量偏少，结构不均衡

过去５年，“一带一路”国家与全球获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留学生结构趋同，均以学
历留学生为主要资助对象，其在奖学金总数中的比例呈逐年增大态势。截至２０１５年，沿线
国家获奖学金资助的学历留学生数已经占到了奖学金总数的９０％以上。相反，获奖学金资
助的非学历留学生在留学生总数中的比例则大幅降低。

同时，中国政府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力度明显大于全球，获奖学金资助

的学历和非学历留学生占比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年，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学历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
力度，但获奖学金资助的学历留学生占比却较前几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中国政府投放学历留

学生奖学金增速明显低于学历留学生规模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的提出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助推功能，特别是对学历来华留学生

教育（详见表３）。

（四）入学门槛低，生源质量不佳

目前我国的留学生按经费来源分为两大类：中国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奖学金生和自

费生。政府奖学金生经过国家、学校的多层筛选，其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而人数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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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９０％的自费生基本由高校自主选择录取，由于我国来华留学生培养历史不长，还没有一
套科学合理的招生评价体系。

不少高校一味的注重留学生规模的扩大而放低要求、降低门槛，高校间形成恶性竞争，

有的高校只要有学生申请就录取，还有的高校只要学生申请就提供奖学金，不少高校为了争

取生源而采取了＂宽进＂政策，留学生的质量在入口处就先打了一次折。
同时，我国来华留学生中，特别是学历生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

家学生的基础教育水平不是很高，基础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同时对于生源

国基础学习阶段的综合素质，如知识结构，技能素质，身心素质，特长表现，创新能力，社会交

往能力等还很难掌控，致使生源质量很难得到保障，也间接影响了留学生的教育水平。

（五）培养体系不完善，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在留学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中，比较具有共识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导师和研究生院长都

认为来华留学生的质量有待提高。

通过一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７４％的留学生导师认为其所在高校留学研究生教
育质量非常好，４８１％的导师认为较好，而认为质量一般的导师占比为３８５％，还有６％的
导师认为所在学校留学生教育质量较差和非常差。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院长中，有５２８％的院长对所在学校留学生教育总体质量给出了较
为肯定的评价，但仍有４７２％的院长认为所在单位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一般或较差。

总体而言，我们对来华留学生还缺乏一套完善的培养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教学计划，且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单一僵化，实质性的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不足。

三、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对策

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以接近于全球两倍的速度急速扩大，成为

支撑全球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增速的主体区域。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下，

沿线国家势必成为全球来华留学生生源的主要供给区。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来华留学教育还需要一系列战略性、总体性调适，合理

规避以往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可能掣肘、甚至阻碍助力战略实施的诸多问题，以更好

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布局诉求，
科学谋划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是战略推进的必然之举和当务之急。

“推—拉”理论（Ｐｕｓｈ－ＰｕｌｌＴｈｅｏｒｙ）最初是被运用在移民理论中，用来解释影响人们迁
移运动的因素。推拉理论由美国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尔特巴赫提出。共有四种类型的因

素：（１）和原始地相关的因素（即所谓的“推”因素）。（２）和目的地相关的因素（即所谓的
“拉”因素）。（３）期间的干涉障碍物。（４）个人的因素。

这个理论曾经被用来理解国际间学生的流动。出国留学的决定或动机和国际间留学生

选择一个国家的过程。也就是说，决定或动机和国际间学生的流动“是‘推’和‘拉’两个因

素以及它们之间障碍物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在出国学习的专业质量上对留学者

有很强的吸引力时，“拉”的因素决定选择的最终结果，而“推”的因素在出国留学最初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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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起主要作用。

留学生教育不仅受接收国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受派遣国和国际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美国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尔特巴赫的推拉理论是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才流动中运用最

多的一种理论。

该理论采用二分法原则，把影响人才流动的各种因素归为“推力”（ＰｕｓｈＦａｃｔｏｒｓ）和
“拉力”（Ｐｕ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两大类。推力指的是存在于人才输出国家中促使人才外流的一些驱
动因素。“拉力”指的是存在于人才接收国家吸引人才流动的一些拉动因素，“推”因素是与

自己祖国相联系的因素。一般来讲，一些“推”因素是积极的，而有一些是消极的。但“拉”

因素总体来讲对吸引留学生来到目的地都是积极的。

表４　阿尔特巴赫（２０００：２３３）影响国际学生决定出国留学因素表

母国（推力） 东道国（拉力）

１、获得留学奖学金的可能性

２、低水平的教育质量

３、研究设施不足

４、缺乏适当的教育设备

５、考学落榜

６、不适宜的政治气候

７、国外学位的优势

１、提供给国际学生奖学金的可能性

２、高水平的教育质量

３、先进的研究设备

４、有较好的教育设施

５、获得经济资助

６、适宜的政治气候

７、有机会获得国际生活经验

　　从推拉理论中得到启发，以发扬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拉力”为落脚点，提出发展“一带一
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的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增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国家战略的契合力

改变过去“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相剥离的观念，将来华留学教育视

为战略本身纳入总体战略框架内予以科学规划和精心设计。结合“十三五”教育规划，制定

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教育政策规划，进行全面、有针对性地谋划和顶层设计。

过去几年，尽管沿线国家是全球来华留学教育规模增速的主体支撑已经成为一种既定

的事实，但实际上，这是“前战略”时期沿线国家的一种“民间自为”行动，并未从国家宏观战

略的高度来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将沿线６５个国家与中国
缔结成为共生互荣的责任与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构筑需要大量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

的专业人才的参与和介入。

因此，作为战略实施构成要素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当被纳入战略设计的整体框架，从服

务国家长远利益，推动世界和谐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其全局性价值，并采

取政府主导推进的方式，以战略子系统的立场来综合考量国际与国内文化教育、经济贸易、

地理位置等发展状况，全面系统规划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

国家应提高对“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视程度，充分认识来华留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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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度的积极作用，认清吸引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教育事业和“一带一

路”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相关工作，对高校的来华留学生培养提

出较高要求，并严格监管。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中长期“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就 “一带一路”

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做出有关安排和部署，明确总体目标和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

步骤及主要保障措施。明确国家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各高校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中的

职责和任务，并建立协调机制。

在制定“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发展规划时，要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国家

的发展战略，如越南的“两廊一圈”构想、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

点”构想、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发展战略、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蒙古国的“草原

之路”倡议、“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有关规划等［３］。这样就可以使我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沿线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融合，形成合力。

（二）营造良好的留学政策法规环境，增强学生的自身发展力

改变过去由地缘特征决定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优势的格局，创设具有倾斜性

与导向性的外部制度空间和政策环境，促使沿线国家不同区域来华留学生教育协调发展。

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学生更多受本国因素的推力来华留学，而发展中国家学生更多受中国

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会的拉力来华留学。

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广阔增速空间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国政府积极配套和不断完

善相关留学服务政策则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重点采取对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支持政

策，如增设针对学历和高层次留学生的专项奖学金及助学金，大力倡导建立省级和校级奖学

金及助学金，并适当放宽留学生在华就业政策，提供集招生、学习培养、就业于一体的在华

政策。

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政策法规是扩大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基本保证，明确战略目

的定位，改变过去权责主体模糊、质量监控体系不力的局面，完善“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

教育的政策法规，制定一整套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法规体系，包括留

学生的教学、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险等多个方面。此外，还应设立相关机构，来保障留学

生的合法权益。

政策法规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指导性、预测性和

前瞻性，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评估与调整并逐渐完善，引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水平都与国家明确有力的国际化举措和各国特点鲜明的国际化战略

密切关联，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战略，明确政府、高校和

社会之间的国际教育管辖权限。

形成中央政府为国际教育发展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者，地方政府为各项法规政策

的传达和实施者，高校为国际教育的执行者，社会为国际教育的服务者，形成完善的“政

府—高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国际教育管理体系。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办理留学签证、校外住宿、勤工助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其中也包括完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倡导社会各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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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来华留学生资助体系，以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

外国学生在所在国打工可谓国际惯例，既可赚钱补贴高额留学费用，也可参与各类社会

活动，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发达国家普遍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外国留学生在课余时间打工

助学，有的高等院校在招生时甚至有帮助找零工的承诺，此项举措解决了大多数因家庭经济

条件限制而未能出国留学人员的难题。

与此相比，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２日，我国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外国
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在中国留学、实习的外国学生不得在中国

就业。而刚由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并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施行的《学校招收和培
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三十条规定，国际学生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可以参加勤工

助学活动，但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

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的具体管理规定，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

定［４］。１９９６年的文是明确不准就业，而刚发布的４２号文是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哪些属
于勤工助学活动在文中没有界定，还在等待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细则。

为了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提高来华留学生的质量，优化来华留学生的结构，

帮助来华留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我国应该克服障碍，尽快调整该项政策，建立宽容规范

的来华留学生勤工助学制度。

（三）建立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增强核心竞争力

教育质量是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生命线，高水平的教育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根本原

因，也是推进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不断前进的基本保证。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在其牵头制定的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要“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

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国。”［５］

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进入提质增效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

已进入规模质量并重，且更加注重质量的关键时期，即实施内涵发展时期。外国留学生教育

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因此，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建立来华留

学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同时，政府层面制定国际生源质量的专业要求和语言水平的最低标准，明确高校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办学资质标准，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管办评分机制，形成以政府监管、学校自

律、社会评价为一体的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监测能力，提升

国际教育软实力。

自２０１６年由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组织开展的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已经开展了两
年，但此项工作还在不断探索完善中，第一批通过认证的学校只有２７所，数量还比较少，需
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以促进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增强在国际社会的核心竞

争力。

通过认证建立集控制和服务、监督和建设功能于一体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将日常

教育实践转变为质量保障行动，真正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建设的捍卫者和行动者，生发

有利于质量改进的质量文化，持续提高教育质量，不断增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内源性牵引力，

吸引更多优质来华留学生［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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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应趋向教育与企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的培养模式，对留学生进行

产学研联合培养，缔结高校联盟进行开放式培养，为政府或企业进行订单式培养。在“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管理的专业型人才、综合

性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创造性较高的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

我国高校要以产业教育和教师教育相融合的方式，来推动实现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支

持各高校与我国“一带一路”中的特色产业进行结合，与“一带一路”中的相关特色企业结合

办学，更好地应对“一带一路”中对于专业人才、综合性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创造性较高

的国际贸易人才的诉求，同时也可减缓我国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问题。

高等教育在对人才培养的同时，更应该创新“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使高等教育对于学生的培养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真正做到高等教育对人才的

培养与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项目相结合，紧紧围绕并适度超前“一带一路”中企业的重大

基础性建设项目，培养相应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中要积

累丰富经验，形成应对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７］。

（四）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化内涵发展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力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学生必须掌握“全球能力”，我国的高等教育要想培

育国际化人才，就必先提升高等教育自身的国际性。

我国高等教育应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倡议，不断开拓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更好开设国际化课程，

更多、更广泛开展参与国际教育交流、科研合作，向教育发达国家看齐，逐渐提高英文授课比

例，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和特色学科，提升“留

学中国”吸引力，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更加趋向于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标准，能更好地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培育国际化水准的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引进具有国际背景的海外优秀人才，积

极引进、聘请国外及境外杰出学者来校学术休假、讲学授课、指导研究生，使师生能够及时

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前沿并进行学术交流。

逐步提高师资队伍中具有在国外和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教师和外籍教师的比例。另

一方面要为现有师资队伍开展国际化培养积极创造条件，有组织、有步骤和经常化开展中

青年教师外语口语培训，加大每年派送教师出国或出境进修的力度。

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资源，选择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教

师以访问学者、攻读学位等多种形式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学习交流或合作

研究。

实施全英语教学教师海外培训计划，每年选派一批有较好英语基础的专业教师赴国外

及境外知名大学进修，推荐具备条件的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或境外担任知名教授的助教，

通过联合培养博士生、合作研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使他们能够及时跟踪国际学术

领域的前沿信息，开阔研究视野，推动和促进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发展［８］。

高校是我国教育质量建设的承接者和主体，积极培育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教育课程体

系，吸引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优化培养结构、提高培养层次，确立国际化教育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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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内源性牵引力，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来华留学，逐步优化来华留学生

教育结构，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人才的培养质量。

实施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外部宏观监督，从而构建以高校和政府内外协作的质量保障体

系，推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持续提高，使其真正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需要。

（五）优化来华留学生奖助学金资助体系，增强对优秀留学生的“拉”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生源以及优化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结

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表明，“设立‘丝绸

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美、英、德、法等教育发达国家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较为完善的国际学生奖助学金体系，

形成了国际学生教育社会化、市场化程度高，重视吸收、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教育对外开放的

发展态势。今后，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专项设立及分配上，应充分考虑奖学金学历生的区域

和国别分布，在人才培养上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协调推进。

奖学金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奖学金制度是众多国家吸引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制度，它可

以扩大奖学金发放国在发放地的影响，吸引当地的学生尤其是自费生来留学［９］。

我国的奖助学金体系仍不完善，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应改变现在以各级政府

奖学金资助为主体的现状，充分动员高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政府、高校、企业等

多元化稳定的来华留学奖助学金资助体系，增设英才奖学金和各类专项奖学金，构建形式多

样的来华留学奖学金体系，扩大受益规模，有利于吸引那些经济上有一定困难但又向往到中

国学习的优质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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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研究”课题（高留分会课题２０１４—１５Ｉ００１）阶段性成果）
（作者栾凤池，系中国石油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山东省国际教育研究基

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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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　戴蓉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赢繁荣的友谊之路，也是

促进文化传播、文明进步的和平之路。它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中亚、

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 ６５个国家［１］，旨在通过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与区

域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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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打造开放、包容、

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来华留学教育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培养“知华、友华、亲

华”外国人士，创造良好的外交资源，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来华留学教育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有力

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对上海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带一

路”建设的要求与挑战，上海来华留学教育应当创新教育开放理念、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切

实担负起“一带一路”倡议赋予来华留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根据上海市教委提供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度上海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近年上海高校的来
华留学生（长期生）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数量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见表１），
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每年的增长率均超过了１０％。

表１　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份 语言生 研究学者 普进 预科 专科 本科 高进 硕研 博研 合计

２０１１ ３４０２ ０ １１９６ ２２３ ４ ３２６８ ４０ １２４６ ３５４ ９７３３

２０１２ ３４９３ ０ １５９７ ２５４ ５ ３５６３ ５３ １４４３ ４１９ １０８２７

２０１３ ４４００ ４ １００３ １８７ ４ ３８４１ １１５ １５９０ ４８８ １１６３２

２０１４ ４１４５ ３ １４７９ ３０９ ４ ３９１０ １９３ １７７６ ５８２ １２４０１

２０１５ ３５７０ １ １７２８ ３９３ ２ ４２７４ ２１９ ２１５１ ７５３ １３０９１

２０１６ ３６９７ ０ １５８５ ４１１ ２ ４８２２ ７９ ２４１２ ９７４ １３９８２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

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成了日益迫切的现实需要，此研究也将为跨文化适应问题增添新

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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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适应的概念

人类学理论认为，人类在发展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隔绝的小团体中，每个团

体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世界观。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全体人

类需要且能够彼此交往和彼此了解的时候，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差别不仅分化了不同

民族，成为痛苦和冲突的根源，而且也导致了与其生存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适应的不同

的人性［２］。

文化适应的问题由美国最先开始研究。２０世纪初，美国移民人数大大增加，而研究人
员发现这些移民在到达美国后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他们患精神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美国本

土人。这促使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始探讨移民定居国外后所发生的文化适应问题。尽管

几十年来有众多学科的大量研究，但是关于文化适应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依旧没有达成一致。

“文化适应”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Ｒｅｄｆｉｅｌｄ）、拉尔夫·林顿
（ＲａｌｆＬｉｎｔｏｎ）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ｓｔ）等人于１９３６年最早提出的。他
们起草和发表了《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第一次对文化适应的概念作了比

较明确的解释。

雷德菲尔德等认为，文化适应性是指两种不同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文

化模式的变化。武茨巴赫尔等提出区分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的标准，他们把社会化定义为

“通过有关伙伴的行为期待和行为控制来引导、照料和影响人的过程”，而文化适应是“群体

和个人掌握和吸收文化的经验、财富、标准和符号以保持、发展和说明自身及群体的存在的

活动”［３］。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指的是在上海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的，学制在半年以上的语言

生、研究学者、普通进修生、预科生、专科生、本科生、高级进修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二、问卷题目的拟定

由于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来源地复杂，学生类型多样且大多英文基础较

好，问卷采用中英文结合的形式。

本研究选择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政法

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经贸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来华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４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４０８份，有效回收率
为９１％。

所选取的高校中，既有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这样的教育部直属，国家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有上海市属的上海大学；既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以
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的学校和政法、理工、工科、经贸类大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问卷选取了可能对文化适应产生影响的个体因素资料，主要包括性别、国籍、年龄、汉语

水平、来华时间、教育水平、专业、资金来源、来华以前的出国经历、毕业后的打算和来华留学

的目的和动因等因素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进行考察。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问卷主要从留学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对中国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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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度、人际交往、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等，请留学生对自己在中国所

面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自评。评价标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共分为５级（１＝很不同
意 ２＝不同意 ３＝很难说 ４＝同意５＝很同意）。

三、影响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发现，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呈现出较大

的差异，以下几个因素对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一）个体因素

１汉语水平

调查结果发现，汉语水平为高级的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最高，其次是初级，而中级水平

适应度最低。汉语水平为高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已经成功地跨越了语言障

碍，能够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文化适应中深层的问题。汉语水平为初级的学生，可能

尚处于跨文化适应的“蜜月期”，对汉语学习和新环境仍处于新奇、兴奋的状态，而汉语水平

为中级的学生，在学习和文化适应上恰好进入了瓶颈时期。

２来华时间

调查结果发现，来华时间为１２－２４个月的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最高，６－１２个月与１２

－２４个月、２４－３６个月及３６个月以上的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无显著区别，处于中间水平，
文化适应水平最低的是来华时间为１－６个月的留学生。

研究者认为原因可理解为，来华时间为１２－２４个月的留学生已具有相当的汉语基础，
对汉语、中国文化和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在感性和理性方面都认识

到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且已经可以改变自身的预期去适应新的文化。而来华时间为１
－６个月的留学生，汉语水平较差，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缺乏了解，再加上对环境的陌生感
和离开自己国家所产生的孤独感，难免产生被隔离和未被接纳的感觉。

３来华以前的出国经历

在来华前的出国经历上，曾经出国三个月以上的留学生在文化适应水平上与曾经出国

三个月以下的并未呈现显著差异，却明显好于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留学生。出国超过３个
月以上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的认可度更高，对自己的国家和中国的

文化距离感最小，而文化距离感最大的是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融

入程度明显偏低。

４来华学习的目的和动因

调查结果发现，以学习为目的的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最高，文化距离感最小，在中国工

作、经商或求职的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最差，文化距离感最大。而以了解中国和取得学历学

位为目的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无明显差异，处于中间水平。

（二）社会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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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校的教学质量

在众多的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中，教育适应显得十分重要。众多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留学

生面临学业问题比遭遇其他问题时所感受的压力更大，也更难调整。虽然即便在自己的国

家，大学生也会面临学习压力，但语言问题会严重加剧留学生对新教育环境的不适应。

另一个增加教育适应难度的原因是留学生往往很难适应所在国的教学风格。例如，习

惯西方大学强调批判性思维和互动式教学风格的学生，较难适应注重机械学习的教学方式。

调查结果发现，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对所在高校的教学质量评价与文

化适应水平呈正比关系。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留学生认可度最高的是教师的专业知识，然后

是教师的跨文化知识，评价最低的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材。

２社会支持

留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相比国内学生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少，

急需重新建立一个社交网络。除了个人的性格原因，语言障碍、价值观差异、经济压力、甚至

留学所在地的社交方式、住宿和求职等限制都会影响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性。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在来华前使用的社交软件工具主要

是Ｗｅｃｈａｔ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而目前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中国国内实际上无法使用。
留学生对学校ＡＰＰ提供的信息中最喜欢的项目，绝大多数留学生选择的都是学生活动

和学生社团的信息以及提供租房信息、实习信息、旅游信息和网上课程辅导的信息。这也充

分表明了留学生对社交活动和尽快融入本地生活的需求和焦虑。

调查结果发现，留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越高，文化适应水平也就越高。

四、提高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水平的策略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上海高校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

学生的文化适应水平，尽量消除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上的障碍，促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

认同。

（一）制定高校留学生培养标准，完善高校留学生管理制度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迅速增长。上海高校必须加强留学

生管理策略研究，制定高校留学生培养标准。由于当前考核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仍

以数量型指标为主，因此某些高校过于看重留学生的数量，忽视了来华留学生的质量。

另一方面，某些高校降低留学生的培养要求及评价标准，留学生的培养和考核体系不够

完善。上海市各高校招收和培养留学生标准的差别，造成了留学生结构多样、层次不一以及

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学校间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制定上海市高校的留学生培养标准，让

高校有章可循，缩小高校间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差异性，优化留学生工作程序。

其次，应完善高校留学生管理制度。高校需要以规章制度规范管理，以管理促进服务，

根据实际修订中英文版留学生手册，完善留学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真正发挥制度在留

学生培养中的保障和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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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

首先，上海高校必须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才的需求，从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

来华留学生培养工作，制定最优质的培养方案，集中优势资源，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

相关的学科专业，吸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来校学习，使留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从而

培养出一批“知华、友华、亲华”、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

争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作用。

其次，必须提高国际教育水准，加强师资建设和学科建设。构建全英文课程体系，打造

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国际化教学环境，目前已成为上海高校亟需解决的课题。凡是适合国

际化培养留学生的学科专业都应设立全英文课程，实行双语教学，增加全英文授课的培养

项目。

在师资培养上，加强双语师资队伍的培训，强化教师的外语技能、教学方法和专业知识。

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交流渠道，加强和国际高校的互访交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

外专业培训，扩大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

教师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能力。

本问卷调查中凸显的留学生对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和教材评价偏低的问题，应当引起有

关方面的重视。另一方面，引进人才，聘请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成归国人员担任留学生授

课老师，也是培育高水平师队伍的有效途径。

应该按照留学生的类别来帮助他们解决文化适应问题。例如来华时间不长的语言生，

由于他们汉语水平较差，学习内容以汉语为主，学业上的压力较小，学习上面临的主要是汉

语学习的困难。而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相对而言学业压力更大，因为除了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还面临着语言和基础不同的问题。

此外还有对中国教学模式不适应的问题，国内高校的教学模式（尤其是本科）仍以授课

为主，有些学生可能会觉得机械、枯燥，缺乏主动性和互动性。

某些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的留学生，还会遭遇授课教师普通话不标准，板书潦草难以辨

认等困难，这些障碍都会造成他们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不同类别的留学生，表现出来的文化

适应问题各不相同，对此学校和教师应该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跨越障碍。

此外，学校还应设置一些文化比较的课程，帮助留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认识自己

的国家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并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这种差异，调节自己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三）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

对于留学生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原有的人际关系断裂，新的人际关系尚未未建

立，面对新环境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一时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因此，及时帮助他们建

立较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对于解决初期的文化适应问题有很大帮助。

初来乍到的留学生，由于语言的障碍和畏惧心理，和本国的留学生接触最多，与其他国

家留学生接触较少，而跟中国学生接触更少。

有些高校为了方便管理，大多选择对留学生进行统一管理，尤其是住宿方面，这在客观

上造成了他们与中国学生的隔绝。特别是语言生，他们的学习、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很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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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中国学生。但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许多文化适应的问题需要中国朋友或当地

人给予帮助。为了避免留学生与中国人的隔离，促进留学生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学校必须提

供与中国学生相互交流机会。

关于留学生的住宿，可以考虑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一幢大楼，留学生集中居住在一

层楼或者楼中相对集中的区域，这样既方便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或者其他国家留学生间的交

流，又方便管理。

如果校内的留学生宿舍或公寓无法满足留学生的要求，校方必须想方设法借助社会的

力量，为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实惠、便捷的居住环境。例如复旦大学，由于校内的留学生公

寓只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需要，学校与附近的住宅公寓签订协议，介绍留学生入住，这个既

有中国人，也有外国留学生居住，甚至还有留学中介、教育机构的商住两用住宅区，已经成了

一个小小的国际社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礼拜信仰、禁忌事项以及处事原

则。学校应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留学生的特殊性，在住宿、饮食和活动方面提供必要的

条件。学校要多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如运动会和社团活动、体育竞赛等，给中外学生同等参

与的机会，拉近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距离。

“一带一路”倡议主张文化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因此，高校要发挥来华留学生文化使者

的作用，举办富有特色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节，例如“阿拉伯文化周”等活动，展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

同时，在中国的传统佳节（如端午节、中秋节等）到来时，开展和中国人一起包粽子、做

香包、品尝月饼活动，这样既丰富了留学生的业余生活，又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交流，进而促

进沿线国家留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

此外，应该鼓励学生结识中国朋友、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并提供相应的机会。笔者在担任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必修课程《中国概况》时，第一学期的期中考核是让留学生去采访

一个中国人，例如找一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问问他（她）为什么选择目前的专业，毕业后

有什么打算；第二学期则加大难度，让他们采访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例如卖早点的、快递员、

出租司机或保洁员等）并一起合照。

起初他们抱怨难度太大，但相当多的学生在完成后都表示这是让他们跨出与陌生的中

国人搭讪、交往勇敢的一步，这不仅让他们增强了自信心，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

上海市井生活的机会。

学校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通讯手段，加快建设多种语言版本的微

信公众号、网站等平台，方便不同母语的留学生浏览、使用。

网站信息做到全面覆盖与留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实习、就业、奖学金

申请、汉语水平考试报名、学生和社团活动。只要是留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能轻松地在

网络平台上找到相应的答案和解决办法。高校要及时更新校内信息通知，发布动态。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和电子资源必须让留学生充分利用，一方面加大外文图书资料的采

购力度，增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专业图书，另一方面制作借阅图书的外文指导网

站，提供留学生图书外借外语服务，便于留学生借阅图书，满足留学生学习和科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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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中，除了公费生外，还有一大部分是自费留学，这给留学

生本人及家庭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由于上海的英语学习需求旺盛，欧美留学生在英语

兼职（尤其是家教或私人教育机构）上占有相当的优势，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例如

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的留学生，相对兼职机会较少。

因此，校方应完善奖学金资助体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争取更多的中国

政府奖学金、教育部和上海市奖学金的名额，制订奖学金评选细则，为贫困或者学业优秀的

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激励留学生勤于学习、潜心研究。

此外，上海的高校还应学习发达国家大学的办学经验，积极争取社会力量，设立专门的

基金，结合留学生培养实际，制定留学生的奖励和资助办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调查问卷（略）

参考文献：

［１］　中国政府并未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本研究报告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定为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伊

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

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

尔、不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

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６５
个国家和地区．

［２］　（美）Ｒ．基辛（张慕启、于嘉云译）．《文化人类学》［Ｍ］．台湾：台湾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２年．
［３］　（德）茨达齐尔（李其龙译）．《教育人类学原理》［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高留分会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Ｙ０１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现状及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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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下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平台的构建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

哈尔滨工业大学　顾建政　刘孟男

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部署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我们注意到许多扶贫项目资金投入不少、人力投入不少，但呈现

粗放特征，一些项目满足于一般的“大水漫灌”方式，缺少针对性，也缺少对扶贫项目业绩的

客观精确的评估，资源浪费严重且效果不佳现象普遍。

针对上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扶贫攻坚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着力消除体

制机制障碍，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扶贫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２０１６年１月，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工业与信息化部有关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定点帮扶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定点帮扶工作，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并选派两名干部到金秀县任职。学校各基层单位也纷纷结合各

自优势，积极为帮扶工作添柴加薪。本文以我校为例，拟从发挥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优势

角度，对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进行简要探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地区调研时就提出：相对于发达地区，贫
困地区好比一只“弱鸟”，并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

先富”等扶贫思想［１］。

从我国扶贫工作实际看，改革开放初期，诸如东南沿海等地区，由于地域、观念、政策等

方面优势，发展较快。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得慢一些，区域差异开始凸显。随着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等一系列扶贫政策、计划的实施，
有力地推进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解决了２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针对 “大水漫灌”式扶贫存在诸如瞄准对象偏离、贫困地区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返贫率

高、政策效果持续性差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大量实地调研，根据调研

中发现的典型经验，适时、科学地提出精准扶贫这一重大战略。

“精准扶贫”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一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进行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特征等现实状况提出的。

“精准扶贫”首先明确了扶贫工作的精准化理念。扶贫工作贵在看真贫、扶真贫、真扶

贫、少搞一些“盆景”。当前，中国扶贫工作不论是在贫困人群的识别方面，还是在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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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实施上，都缺乏精准化工作理念。

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求就是将精准化

理念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理念，指导现实工作。

其次，明确了精神脱贫是扶贫工作的战略重点。扶贫先扶志，造成贫困的原因可能有许

多种，但精神贫困始终是主观上的首要根源。

习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中的“观念不能贫困”、“大力发展乡村教育”等论断和做法，

是鼓励和支持扶贫对象树立脱贫信心、营造脱贫环境，帮助贫困群体充分认识自身优势，挖

掘学习潜能，拿出敢想敢干的毅力和决心，在思想上、精神上与贫困绝缘的重要性［２］。

二、“精准扶贫”中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平台构建的意义

我们国家制定的“精准扶贫”战略与来华留学生有什么关系？来华留学生在其中可以

扮演什么角色？让来华留学生参与其中是否会“自曝家丑”？……这些问题能否考虑清楚，

是我们能否“精准地”建立跨文化交流平台，在“精准扶贫”战略中贡献一份力量的前提，更

直接关系到此平台今后的走向和发展。

在全球化视野下，以下思考将使我们的平台建设目标更清晰，定位更准确，形势与内容

的结合更协调，其功能的实现更充分。

其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将吸引世界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日益提升，“中国热”、“中国通”、“中国迷”遍布

世界各地。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青年将中国视为留学目的地。

２０１６年，来华留学生突破４４万人，他们在华学习之余，增强了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与认知。很多来华留学生对我国的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环保等事务具有浓厚兴趣。

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吸引来华留学生参与扶贫工作，有利于真实、客观地向世界展示：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如何一步步从贫弱走向强盛的过程；有利于世界人民从第一手资料中

了解真实的中国；有利于世界人民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其二，吸引来华留学生参与，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现实需要。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地区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贫困地区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更需要开

阔的视野和眼界。而国际学生不仅在国别、语言方面有天然优势，更有助于将其所在国历

史、民俗、饮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带到贫困地区，丰富和拓宽当地人民的国际视野，避免精

神贫困，达到“扶智”和“扶志”的效果。

其三，国际化要求高校培养具有全球化素养的人才。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各国对教育目的也做根本性的调整。各国培养目标调整

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主张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地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多维度的

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把一个人的体

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３］。

《美国２０００年教育目标法》强调“要求所有学生都要了解本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多元
文化传统方面的知识”；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指出：“保证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世界标准的教育程度和知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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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达到个性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体化，培养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以完善此

社会为己任的具有个性的公民。”

日本立足自身，放眼全球，面对２１世纪，要培养在国际事务中能干的日本人。要培养深
刻理解多种异国文化，具有国际性人际交流能力，即能充分沟通彼此思想的能力的国际

型人。

这些都反映了现阶段各国对教育目的的调整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和发展趋势。“国际

化”要求学生有更开阔的视野，有全球化的人才素养。而培养其志愿服务意识、帮扶意识是

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以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精准扶贫工作的现实需要、国际化和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发挥国际学生的国别、语言、文化优势，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进行

精准扶智、精准扶志和精准支教，为精准扶贫工作贡献力量。

三、“精准扶贫式”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平台构建探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历史上就是一所国际性大学的中国重点高校，应为中外学生“搭

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增强其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使之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参与不同文明

的传承创新，推动不同文明的深度互动”（刘延东语）。

在跨文化互动中，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丰富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在

共同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时学习在各种“磨合”中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

识自身文化的个性和不足，理解并尊重异文化，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紧跟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步伐，留学生的总人数、国别数、学位生

数、硕博率等各项指标不断攀升。２０１７年，学校共有来自世界上１２８个国家的３１１７名留学
生在校学习。其中，学位生１６３７名，硕博率６７％，来华留学教育已步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在多年的来华留学工作实践中，我校凝练、总结“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校训精华，将来

华留学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为“三个功夫”，即行业精英与专业学术功夫、工大情怀与中国语

言文化功夫、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际功夫。为响应国家、学校定点帮扶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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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并挖掘“三个功夫”的培养内涵，我校积极探索构建“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下来华留学

生跨文化交流平台。

第一，精准施策，精心组织。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扶贫工作精准定位为“扶智、扶志”为主，经济帮扶为辅，授人

以渔。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０１７年５月，我校按照留学生国别、成绩、中英文水平、对中国文化了解
程度及公益服务经历等条件，两批次公开招募来自俄罗斯、泰国、英国、印度尼西亚、加拿大

等１０余个国家的２５名留学生赴金秀县支教。
发挥留学生在国别、语言上的优势，拓宽当地学生的国际视野，增长见识。如我校加拿

大留学生马克·白求恩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曾孙，２０１５年９月２日，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他曾作为白求恩家族代表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
切接见并颁发纪念章。

在支教活动中，他以座谈、演讲等形式与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老师、学生多次重

温了曾祖父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号召大家继续发扬不畏艰难，勇于抗争、战胜困难的精

神，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

第二，精心设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贫困地区支教活动。

考虑到留学生特点，传统的中国课堂式教育方式并没有优势。因此，为最大程度发挥实

际效果，我校将留学生分为８个活动小组，分别为英语交流组、文化介绍组、足球组、篮球组、
歌曲组、手工组、舞蹈组、武术组。

活动期间，同学们深入金秀县幼儿园、县民族高中、桐木镇三友村小学，与当地学生面对

面交流，不仅为他们系统讲解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学习其语言、饮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还与当地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欢、联谊活动，如文化课程、学唱流行歌曲、学做手工花

环、打篮球、丢手绢等，在寓教于乐中为当地孩子们带去知识和快乐，深受当地师生喜爱。

第三，精确发力，邀请专业外教参与，提升贫困地区师资水平。

针对贫困地区师资匮乏特别是英语师资水平亟待提高的现实问题，我校还特邀来自美

国怀俄明大学的外教随队支教，与当地中学英语教师一起研讨教学方式方法、分享对外语言

学习和教学经验。

韩国学生李钟大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给初一学生上课的第一天，临到上课，我十分

紧张，不安地走进教室……”“今天我给初二、三的学生讲韩国文化，发现这孩子们对韩国文

化很感兴趣。这个活动是我的留学生活中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而且是非常好的机会。我真

忘不了这个活动，忘不了孩子们……”。

摩洛哥学生卡比在总结中写道“我认为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一点儿什

么，感悟到什么，不管孩子或大人……”。

金秀中学学生表示：“留学生哥哥姐姐们让我知道了世界很大，坚定了我们好好学习的

决心，长大后我们也要出去弘扬中国文化……。”

蒙古学生图古多说：分离的那天，有个孩子追出来问我，你明天还会来吗？我说，不会。

那后天呢？嗯，不会。那你们什么时候来？那时，我不知怎么回答才不会让他们伤心。所以

从那时起，我和我的伙伴们就一直跟随着哈工大的脚步追逐着支教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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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在“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下构建跨文化交流平台，为我国扶贫工作贡献绵薄之力，是高

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何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中外师生更好的交流融合，让中国

学生不断丰富和扩大国际化视野、增长见识，国际学生客观、真实了解我国国情，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定将本着善谋善成，持续发力的原则，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１强化学生在跨文化交流平台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建章立制，保证效果及可持续性

我们构建跨文化交流平台可以借鉴国外大学的经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以

学生为主体，积极吸收和引进多元文明，突出国际性、互动性，让平台发挥更强大的育人

功能。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并尊重中外学生不同的特点需求与个性差异，帮助他们解决交流互

惠不等值致使参加活动动力不强等问题，使学生能够从旁观者到介入者，从消极参加到积极

投入，把好事做好，让学生活动的效益最大化［４］。

当然，活动组织者和教师们也要想方设法增进不同国家的学生对我国及其他国家文化

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和跨文化学习研究和交流的能力，争取“扶

智”和“扶志”工作效果最大化。

２找准定位，明确目的，使活动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增值活动效益，形成良性循环

“精准扶贫”要求每一项活动都有其相应的活动目的，活动组织者应精心设计，周密筹

划，选择与内容目的相匹配的活动形式。

不仅可以设计世界文化大讲堂等活动，也可以换位思考，开展“中国文化巡讲”，让来华

留学生用中文诠释他们眼中的中国，以不同的视角点燃贫困地区学生与世界各国来华留学

生相互学习的激情，启发不同思维的碰撞［５］。

３跨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要积极配合国家层面活动，争取更大支持并注重品牌宣传

精准扶贫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来华留学跨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可

借助“感知中国”等国家层面活动，借力打力，扩大影响。坚持“榜样”引领和“品牌”打造，

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如２０１６年，哈尔滨工业大学荣获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
运动文化之旅”黑龙江赛区、东北赛区、全国总决赛三连冠，参赛的俄罗斯、蒙古、韩国等１０
名留学生无疑是各国青年中的佼佼者，鼓励和支持他们与贫困地区学生结成“一对一”帮扶

对子，必将有助增强当地学生的荣誉感和进取心。

参考文献：

［１］　洪名勇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础 ［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２０１６
［２］　范笑天《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理论意义》［Ｊ］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Ｍ］教育科学出

版社，１９７２
［４］　马艳妮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外学生融合机制研究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８：９５－９９
［５］　陈慧留学生中国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６：１３５－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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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学习中的异文化接受机制研究
———以东盟来华留学生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张群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的理性行为，都与其对利益的追求有

关。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留学生对异文化选择接受或否的态度，利益预期是其必须考虑的

首要命题，不能回避，不能绕过，也不能无视。

一、预期收益：异文化接受的裁决尺度

预期收益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在生产或投资活动中，一种未来可能获得的平均收

益，它是行为人在生产或投资活动中的某种选择在未来给其带来所有可能的收益的数学期

望值”。［１］

笔者认为，预期收益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它几乎涉及与人类理性行为有关的所有学

科。经验地看，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其所做出的行为几乎都是围绕一定的预期收益而展

开。不同之处在于，一些人能够清晰的描绘其预期收益，有些人则不能清楚地刻画之。

一个人对异文化的接受过程，首先涉及到对异文化预期利益的评价，即异文化能给个体

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判断是否接受还是拒绝。

个体对异文化的预期收益评估包括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两种类型：

直接评价是个体根据已有的经验、学识、理性、直觉等，对其准备接触的异文化做出接受

与否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中，个体直接与其所面对异文化发生关系，主要是异文化本身对个

体产生了影响，从而使个体做出某种接受或拒绝选择。

间接评价主要是指以他人的评价为基础，做出接受或是拒绝异文化的选择。在这种评

价中，不是异文化对个体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是他者———异文化影响者———对个体产生了影

响，使得个体选择与异文化产生联系。例如，父母或长辈认为Ｘ文化好，其小孩因相信父母
或长辈故而也觉得Ｘ文化好。

简言之，直接评价是一种“人———异文化”关系，而间接评价是“人———（‘人’）———异

文化”关系。

个体对异文化的接受或拒绝的决断，是基于预期收益判断的理性选择。当个体预期异

文化对其生长、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时就接受，反之则拒绝。例如，东盟国家的学生来中国留

学学习中华文化，就是东盟留学生具有很强目的性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

这种有目的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尽管可能存在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驱使之别，但都

可以概括为为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而获取某些资本。例如，将异文化本身视为一种资源、一

种资本，并通过留学来获得这种资源或资本，为其后续发展提供更可能多的选择机会、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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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工作空间以及更高的生活起点。

当前许多国家都在通过各种路径、渠道、形式，努力拓展本国的海外留学生教育，在留学

经济上巨大的预期收益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例如，美国每年可以因国际留学生而获得大

约２４０亿美元的经济贡献［２］；英国于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国际教育策略》报告得出英国教育产
业可以为英国经济贡献１７５亿英镑的结论［３］；在泰国，“每个外国学生每年在泰国消费不少

于５０万铢（约 １１９万美元），每年为泰国带来了约 ２０亿铢（约 ４７００万美元）的外汇收
入”［４］。

在留学教育的预期收益中，除了显然、显著的教育经济贡献之外，通过向留学生宣传本

国的政治、文化等，让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逐渐了解、认同留学对象国深层次的价值观，进

而热爱这个国度，认同这个国度，忠诚这个国度，是留学教育的另一种隐性的，也是最为重要

的一种收益。

概言之，预期收益行为广泛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广泛分布于各个学科领域，如

政治合作、军事竞备、太空探索、哲学沉思、文艺创作，当然也包括教育合作。马克思所言

“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与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是对人类行为之逐利性特点的最好概括。

二、异文化何以能产生预期收益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特殊的“质”。这些特殊的“质”，吸引着、影

响着他者的眼光，并期待能从中获自己想到的收益：或是得到成长的智慧，或是取得生长的

借鉴，或是获得发展的启迪。不同文化中的“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元的理解，进而

获得不同的参悟。其中，不同文化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或思维特点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质”。

每一种文化背后都隐藏着对世界、社会、自然以及对人的不同的思维。源于古希腊文明

的西方文化将世界看作可以被分割的世界，认为对世界进行理解与认知的最好方式是穷尽

其内部结构，从分子到原子再到电子和质子以及更小的夸克等，而分析思维是实现对万物认

知的最重要的武器与法宝；

推崇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关系世界，认为世界、社会、自然与人都是

在关系中存在、在关系中被刻画以及在关系中被理解的存在———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因而对世界、社会、自然与人的认知必然运

用关系性思维进行理解。

在东盟国家例如泰国的文化视野中，世上万物皆处于“前因后果”的不断轮回之中：当

下是前世的因业，未来是现世的因世，理解他者当下之“所受”可以推知其前世之“所为”，而

观他者当下之“所为”可知其来世之所受。因而，“享受当下、感恩生活、和谐万物”的观念往

往贯穿于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而在霍皮人的文化视域中，时空概念是不存在的。“在霍皮人的眼中，时间消失了，空

间也改变了，不再是我们的直觉或古典牛顿力学所假设的那种同质、瞬间的永恒空间”［５］。

如此等等的不同文化反映出一个相同的事实：文化不同，其观看世界的思维方式也会不

同，进一步地说，正是有着观察世界的多元文化及其思维，世界才彰显出五彩缤纷的立体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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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不是一块同一色彩的银幕。

因此，“我们必须认定，思维的未来发展对人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可能决定人类

在地球上或宇宙中生存时间的长短。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心理或心智层面确认各种关

系，发现其运作为技术的可能性，这样，广阔、更富于洞见和意义的关系系统将出现”［６］。

当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持特定世界观的人对自己说话和思考方式的独特性是习焉

不察，十分满意，以为是逻辑的必然。但是，在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人看来合乎逻辑必然事情，

在一个圈外人、一个熟知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人，甚至是一位后来者，一个使用基本类型

相同但多少有差异的语言的科学家看来，却不一定是这样”［７］。

这正显示出异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他者习以为常的熟悉中，他人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景

象，这些不同的景象在异文化持有者眼中恰恰是成果、是收获！

一个需要清楚的事实是：一国文化的影响力，与该国综合实力关系紧密。综合国力强则

文化影响力大，反之，则文化影响力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其努力的态度和锐意的决心，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重要的角色，发出了越来越有力度的声

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的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睦邻、友邻、富邻的和平

外交政策，给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了安全、信任，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因而了

解、学习、熟悉和接受中华文化，本身就意味着机遇，意味着收益，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前进。

三、留学生在异文化接受中的预期收益类型

随着中国在社会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外越来越多

的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变化、学习中

国的文化、体验中国的文明。

笔者所在的广西，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东盟国家紧密相连，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让东盟国

家的许多学生愿意来广西留学，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从笔者对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访谈以及教

学过程中的交流来看，东盟来华留学生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主要的预期收益表现为：

（一）物质上的预期收益

东盟来华留学生接受中华文化的一个最直接预期收益在于获得物质上的收获。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成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了东盟国家。统计资料表明：２０１１年中国—东
盟双边贸易额达到创记录的 ３６２８５亿美元，比 ２００２年增长了 ５６倍，年均增长率超过
２０％。中国连续第３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同时保持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８］。

这意味着学习和掌握好汉语，熟悉中华文化，对于东盟国家学生而言，将预示更多的、更

好的工作机会。在访谈中，这一点是东盟来华留学生经常提及的：

学习中文可以为自己以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现在老挝发展很

快，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投资，把中文学好了，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老挝国立大学来

华留学生何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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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来想当翻译，主要是做中文翻译。这次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留学，学

习汉语的时间虽然很短，才四个月，但是这四个月的学习，一定对我以后所从事的翻译工作

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中文口语翻译方面。（越南海防大学来华留学生阮同学）

期待生活着以及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的一种本能性追求。因而，当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在

面对中华文化时，能否从这一异文化中获得期待中的收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命题。一旦留

学生们意识到能从中华文化的接受过程中获得物质上的收益———不管这种预期收益是自己

直接评估的结果，还是对他人评估结果之评估的结果，留学生都会选择主动的接近、接触以

及接受中华文化。

（二）心理上的预期收益

“美”的基本功能在于造就美的人和美的社会。具体而言，即美可以调节人的生理、心理，可

以使人怡情悦性、身心和谐、血气和平、灵肉统一，可以发挥人的潜能、体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

值、增强人的生命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激发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克服假恶丑，向往真

善美，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９］。

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都蕴藏着“美”的潜质、“美”的要素。文化中的这种“美”，不仅对

“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远在异国他乡人的外地人也有着极强

的感召力。

历经五千多年岁月洗礼的中华文化，有着诸多的经典内容、丰富思想和美的意境。例

如，富有象形、会意、指事内涵的方块汉字，拥有无限空间和意境的唐诗，“画有诗、画有话、

画有情”的中国山水画等，无不内藏着美。

学习中国汉字，了解中国唐诗，习作中国山水画，既是一个欣赏美的过程，同是也是一个

创造美的过程，更是一个心理得到满足、净化和升华的过程。笔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经常听

到留学生们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文化的欢喜与爱。

我从小就接触到了中国汉字，对汉字很是着迷。这些方块字，那么多笔画，那么多意思，

应该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文字吧。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文字呢？真的是很神秘。（泰国崇

圣大学来华留学生陈同学）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一的泰国留学生朗嘎拉姆，在参加第四季中国好声音节目演

唱时，对四位评委导师说到：我很小时就喜欢中国的歌曲，特别是邓丽君的歌曲，她的歌曲我

往往听几遍就会唱了，我的音乐梦想是做泰国的邓丽君。（泰国来华留学生朗嘎拉姆）

“最能直接打动心灵的还是美”（爱迪生）。美的事物总是让人神往，总能吸引他人注

意，总会让人愿意接近和接受。东盟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喜欢与接受，这一方面说明了

中华文明之内在的美的品质、品性。

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措施，开放的心态，创造有利的条件，向他者

展现中华文化的美，以便让更多的他者了解、接触、接受以及更为重要的让他者来展现、传播

中华文化的美。

四、异文化接受中必要的政策支持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预期收益———不管是物质收益预期还是心理收益预期———只是为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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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华留学接受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软”机制，是实现其异文化接受之“软着陆”的基

础。东盟来华留学生之实现异文化接受的软着陆，还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硬条件的支持与帮

助，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真正意义上对中华文化的接近、接触与接受。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诸多有利于东盟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合作协议与政策文

献，例如“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等，这为更多的东盟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提供了强大的、硬的

宏观支持。

但是，在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上，针对跨文化留学生管理的政策系统尚较为缺乏，一些

高校甚至直接用国内学生的管理制度装套在来华留学生身上，或者干脆“放任四海，任其自

由”，这都不利于来华留学生真正接受、再现中华文化之美。这是需要深思的。

参考文献：

［１］　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７１页．

［２］　是冬冬：留学经济每年为美贡献约２４０亿美元，东方早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Ａ３５版．

［３］　英国大力吸引国际学生，将不对留学生数量设上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３／０８／０２／

２７６４２２ｈｔｍｌ．

［４］　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中国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留学人员情况调研，世界教育信息，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５页．

［５］［６］［７］［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６０、２３６页．

［８］　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速高于全国，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２０８１４／ｃ５２８８３２５１４ｓｈｔｍｌ．

［９］　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４２页．

（本文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项目《中华文化对东盟国家来华

留学生成长的影响研究》（高留分会课题２０１３Ｙ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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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
———以中韩年轻人饮食习惯比较课为例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鲁洲

一 引言

祖晓梅（２００３）通过比较多家的学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是跨文化能力的一部分。
或者说，跨文化能力是一种比跨文化交际能力范围更广、要求更高、更加综合的能力。

Ｂｙｒａｍ（１９９４）认为跨文化理解既包括交际能力，又不局限于交际能力，是获得一种新的
视野。他（１９９７）进一步指出跨文化能力在本质上更接近一种社会－文化能力，或者说跨文
化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另一种说法。他从三个维度概括了跨文化能力的要素：１）知
识。２）技能（包括解释／关联的技能和发现／互动技能）。３）开放／好奇的心态和批判性的文
化意识。

他以大学英语课为例，指出该课程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它不但具有实用性而且也有人

文特征。实用性即是扩大知识、提升技能，人文性则表现在上述的第三个要素。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４）认为跨文化交际技能包含三个方面的互动：情感（态度，包括动机）、认知
（知识）和行为（技能）。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强，国际教育对于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愈来愈重视。

美国外语教学学会制定的全美外语学习目标（５Ｃ标准）也加入了跨文化的内容，其中标准
２１和２２就是培养学生获取并理解其他文化的相关知识，标准４２是培养学生文化比较
的能力。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国家汉办编制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将文化

意识作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该部分的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

化意识和国际视野。

如何在来华留学教育中加强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是目前学界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鉴于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在来华留学生培养体系中应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内容

写进教学目标中，然后在实际教学中体现出来，并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本研究试图通过在韩国学生交换生的《中国概况》课中增加相应的内容，探索如何在课

程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并对跨文化能力模型涉及的内容和效果进行评估。

二、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韩国多所大学三四年级的交换学生共五人参加了本学期本人开设的《中国概况》课，这

五名学生均为女性，且都是本学期来我校交换学习的。除了每周两节的《中国概况》课，她

们上午在汉语进修班学习相应的汉语课。这些学生的汉语在中级左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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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教学内容及研究的问题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多种方式让留学生对中国地理、行政区划、历史、社会生活等

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其中包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一内容，这一内容又涵盖中国人的饮食习

惯、娱乐生活两个主要部分。

这学期我们在饮食习惯这一单元，加入中韩跨文化比较调查的形式，通过留学生调查中

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考察他们在跨文化能力方面的变化。

研究问题：（１）学生在此过程中，对这一主题的知识是否有所增加？（２）学生能否对不
同饮食习惯的差异进行合理的分析？（３）在情感方面，学生对于跨文化议题是否敏感，是否
保持一定的兴趣及是否有跨文化比较的批判意识？

基本的教学步骤是教师设计该主题的问卷，要求学生采访至少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中

国大学生，一个是已毕业的中国年轻人，然后在课上进行汇报，并将汇报内容以书面形式上

交。饮食习惯调查问题和对象：

问卷问题：１你一天吃几顿？每顿主要吃什么？２你在哪儿吃？３你会自己买菜、做
菜吗？在什么时

候？４你会去饭店吃饭吗？什么时候？频率如何？５你每天用于吃饭的费用大概是
多少？每个月吃饭花多少？占全部消费的比例是多少？

调查对象：１一名在校中国大学生。２一名已毕业工作的中国年轻人。

２相关数据搜集方法

学生在学习该课前需填写问卷１《中国年轻人饮食习惯学前问卷》，学生在完成调查、总
结汇报后，再填写学后问卷２《学后问卷》。这两个问卷的结果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另外，
学生的作业也作为我们了解学生进展的数据之一。

三、调研结果分析

学生在课前完成问卷１，然后在课上了解调查要求并实施调查和总结，课后准备书面和
口头汇报，第二次课进行汇报，汇报后填写问卷２。问卷１和问卷２的问题如下：

问卷１ 问卷２

（１）你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吗？
（２）你对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有兴趣吗？
（３）你以前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吗？
你是用什么方法了解的？

（４）你知道中国和韩国年轻人在饮食上有什
么不同或相同的地方？

（５）如果你了解中国和韩国年轻人饮食习惯
的不同，你知道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

什么？

（１）你现在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了吗？
（２）你对中国年轻人其他的生活习惯有兴趣吗？
（３）这次课你是通过什么方法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
惯的？

（４）现在你认为中国和韩国的大学生在饮食习惯上有什
么不同或相同的地方？你觉得造成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５）你认为中国和韩国已工作的年轻人在饮食习惯上有
什么不同？你觉得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６）你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和工作的年轻人在饮食习惯方
面有什么不同，你觉得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选上本课程的韩国学生共有五名，其中四人完成了学前问卷，五人完成了学后问卷。针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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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从下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学生对于这一话题的了解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问卷问题
问卷１（１）你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
惯吗？

问卷２（１）你现在了解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
了吗？

学生回答 １００％的学生认为不太了解 ８０％的学生认为了解了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兴趣的，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度比较高。

问卷问题
问卷１（２）你对中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
有兴趣吗？

问卷２（２）你对中国年轻人的其他生活习惯感
兴趣吗？

学生回答
７５％的学生有兴趣，２５％的学生没有
兴趣。

４０％的学生对中国年轻人其他的生活习惯很有
兴趣，２０％有兴趣，还有 ４０％的学生有点儿
兴趣。

第三个问题是想了解学生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该主题的信息的。从下表的情况来看，

之前学生并未有过该主题的问卷调查经验，但是通过与中国人聊天或吃饭了解过一些内容。

问卷问题
问卷１（３）你是用什么方式了解中国人
的饮食习惯的？

问卷２（３）这次课你是通过什么方法了解中国
年轻人的饮食习惯的？

学生回答

２５％的学生是通过和中国年轻人聊天
了解的。

２５％的学生是通过和中国年轻人一起
吃饭了解的。

７５％的人在中国年轻人中做问卷调查，还有
２５％的人选择了其他方法，但未说明具体方法。

后面几个问题是针对具体的中韩年轻人在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展开的，学前问卷只是针

对中韩年轻人在饮食习惯上的总体差异，而学后问卷区分了中韩大学生、中韩已工作的年轻

人和中国大学生和已工作年轻人三类比较。

问卷问题

问卷１（４）你知道中国和韩国年轻人在饮食上有什么不同或相同的地方？
问卷１（５）如果你了解中国和韩国年轻人饮食习惯的不同，你知道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
什么？

学生回答

异同：

一位同学认为两者差不多

一位同学因来中国才一个月所以不太清楚。

另一位受访学生认为相同点在于两国年轻人都喜欢快餐，不同之处是吃饭时间，韩国年轻

人吃得比较快，中国年轻人吃得比较慢，因为中国年轻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原因：

随着自然环境差异也有饮食生活差异

３３



　　学后问卷调查情况：

问卷问题
问卷２（４）中韩大学生在饮食习
惯上有哪些异同及其原因

问卷２（５）中韩已工作年轻人
的饮食习惯差异及其原因

问卷２（６）中国大学生和已工
作的年轻人的差异及原因

学生回答

１．中国学生很少在外面吃饭，
他们大部分都住在宿舍。

２．相同点是都喜欢去饭店吃
饭，不同点是韩国人主要吃米

饭，中国人吃面、包子等，因为

韩国学生常常在家吃饭。

３．韩国比中国学生花钱多，因
为韩国物价高，但是中国大学

生去外面吃饭的频率高。

４．不同的地方是一周去饭馆
吃饭的频率，我觉得韩国大学

生去学校的时候，在学校附近

的餐厅吃饭，中国大学生大部

分去学校食堂吃饭。

５．韩国学生喜欢追寻好吃的
或在网站上很受欢迎的餐厅。

１．差不多
２．中国已工作的年轻人经
常吃外卖，因为中国外卖比

较便宜。

３．吃的东西不一样。因文
化差异。

４．每周或每月的吃饭费用
不同。

１．大学生的吃饭费用少，因
为工作的年轻人自己赚钱。

２．大学生更喜欢便宜的食
堂，因钱的问题。

３．工作的人比学生更常去饭
店吃饭，因为工作的人赚钱，

所以他们消费更多。

４．两者差异是消费额不同，
因为工作的人挣钱。

５．工作的年轻人大部分吃外
卖，大学生大部分吃食堂，因

为住的环境不一样。

学生在书面和口头汇报中也对中韩两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这些

内容并未完全反映在问卷中。比如她们发现韩国学生以咖啡为主要的饮品而中国学生则多

为奶茶；中国学生去饭店吃饭的频率比韩国学生低，可能主要因为中国学生以住在学校宿舍

为主，而韩国学生多为走读；已工作的年轻人在饮食上的花费高于大学生，他们去饭店吃饭

的比例较高，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工作，有收入来源等等。

从学生问卷结果和作业的情况看，通过这样的跨文化比较调查，学生们对这一主题的认

识普遍加深了，对该话题的了解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从１００％的学生对该话题不了解到
８０％的学生了解了该话题。

从学生具体的回答中也能发现她们对中韩两国年轻人的饮食习惯的认识从学前问卷的

极少的看法到学后问卷的多种看法和认识。这说明她们对这一主题的跨文化能力就知识层

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她们能做一些相关的原因分析，从原来较为抽象的分析到结合实际现象的

分析，通过这些调查她们发挥了跨文化比较分析的能力，并能将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提出来

供师生讨论思考，比如学生就对韩国大学生喜欢喝咖啡而中国大学生喜欢喝奶茶的差异很

感兴趣，但一时也无法找到合理全面的解释；学生还就中国学生习惯吃面条而韩国学生习惯

吃米饭提出疑问。

所以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跨文化比较的问题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挖掘，有利于提

升学生跨文化比较意识打下了基础。就该教学形式对学生是否有帮助，她们在学后问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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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１）这种教学形式对我很有帮助，比较容易了解中国文化。我想别的话题再上一次这
样的课；（２）有意思，因为提供了跟中国人对话的机会，但是主题已经学过了；（３）有点儿帮
助，问卷调查可以知道韩国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４）有帮助，我了解了他们的习惯，可以认
识中国人的生活；（５）我觉得没有帮助，因为调查人数太少了，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由此
可见大部分学生对该形式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总体而言，我们在教学中采取调查的方式比较中韩年轻人饮食习惯的教学对于扩大学

生这一主题的知识、培养跨文化比较的技能和意识以及提升他们的兴趣和开放的心态都有

着一定的效果。

四、余论

本研究是基于真实课堂教学的行动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探索引入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为

留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新的途径，同时也培养其跨文化能力，从我们目前

的实践情况来看，在Ｂｙｒａｍ等的跨文化能力三维度———知识、技能、情感都有较好的效果。
但在实际教学中，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在教学设计中思考的：

（１）学生实施调查的问卷设计要结合学生的水平并与教学的内容有关。不管是教师设
计问卷还是学生设计问卷，最后都需要以教学目标及内容为准绳；

（２）在内容教学的同时也要注意汉语能力教学，根据留学生实际的汉语水平制定相应
的语言能力培养目标。比如在饮食习惯调查的主题中我们就设定了顿、费用、频率、占…
比例等与调查内容息息相关的语言点，在学生去调查之前先进行一些相关的操练，从而提升

表达的准确性和调查的效果；

（３）要求学生参考相关主题的文章或论文，并结合自己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基
于此的课堂讨论也对扩大学生思路、提高比较研究的能力有所帮助。

就研究本身而言，我们认为它还有诸多的不足，比如我们如何通过更为量化的手段来确

定某个对象跨文化能力的水平是多少。如果有一个有效度的量表可以用来检测学生的这一

能力，我们就可以通过把教学作为手段，尝试发现通过不同的教学是否会改变研究对象的

能力。

另外，我们认为教学形式不是决定教学效果最重要的因素，教师的因素往往是最重要

的，教师本身的跨文化能力对于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应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这一能力

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再将它融入教学目标，使跨文化能力培养贯穿在有效的实际教学中，学

生的能力提升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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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研究初探
———以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教学为例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林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习近平总书记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以外的其他课程如何与思想政治

教育相结合提出了指导。

过去在来华留学教育中不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所探讨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面向中

国学生，并将其狭义的界定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培养革命和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的教育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政治思想教育。

面向国内学生，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包

括思想道德教育、法律基础教育、历史和国情教育、形势政策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

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以此为基础，国际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应定位于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

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几乎等同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等各项与塑

造人的思想觉悟、政治观念、道德品质和公民精神有关的教育类属的综合。广义的思想政治

教育绝大部分涵盖了来华留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但是，随着教育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

我们应当回答对国际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来华留学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意义。

一、来华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与现状

随着教育部国际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来华留学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过去的来

华留学教育事业重心主要是把中文学好，把专业教好，并没有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在实

际工作中已经从不同程度上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留学中

国”品牌在世界国际学生教育领域知名度不断提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已经促使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
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

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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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解读习总书记的重要发言，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讲清楚”。结合来华留学教育，我们

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国情教育”、“精神教育”和“文化教育”。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修订并发布了第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国情校

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教育，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习、生活环境”。

对比原教育部第９号令《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高等学校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学校应当教育外国

留学生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尊重我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

惯”。

新修订已经解释了在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国际学生应当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

容。不仅涵盖了各级各部门的法律规章，高校还应当让国际学生了解国情校情，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使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各地风俗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修订破除了体制机制的难题。首次提出设立“国际学生辅导员”岗

位。该岗位聚焦于国际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必须做好与其相关的各项服务

工作。该规定首次确定了高校国际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指定了队伍配比和基本待遇的

相关规定。牢牢掌握党对高校来华留学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和改进高校来华留学工作党的

建设，是办好高校教育国际化的根本保证。

国家层面来华留学教育涉及思想政治部分的政策变化

政策法规 序号 内容 主要变化

教育部

第９号令
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

度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学校应当教育

外国留学生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

度和纪律，尊重我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

教育部

第４２号令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校纪

校规、国情校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

方面的教育，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习、生活

环境

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了解国际

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及时做好信息、咨询、文体

活动等方面服务工作。国际学生辅导员配备比例

不低于中国学生辅导员比例，与中国学生辅导员享

有同等待遇。

增加 部 分：“国 情 校

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风俗习惯”、“帮

助”、“熟悉和适应”、

“国际学生辅导员”

减少部分：“遵守”、“尊

重”、“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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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华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重心

１国情校情教育

目前，针对国际学生国情教育的主要载体是“中国概况课”。根据２００２年国家对外汉
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指出：“文化

知识课包括中国概况、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等课程，这些课程

讲授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学等文化背景知识、使学习者提高其语言运用的层次。”

同时《大纲》还要求“语言文化知识课的具体课型和数量可根据各教学单位的实际情况

决定。”新形势下，旧《大纲》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与目前对外交流实际不相适应，同时也

没有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计划。

随着来华留学教育新形势的发展，“中国概况课”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据林慧秀（２０１２）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置中“中国概况课”的调查，此类课程
所占比重很小。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学历教育中，直至本科三、四年级才开始。在为期半年

到一年的语言进修班中开课的比例低于５０％。即使有些课程开设了，情况也良莠不齐。
据调查，从编写内容上看，只有４０４８％的同学觉得教材内容很有意思，有１９０５％的同

学觉得教材内容勉强能够吸引学生学下去，有１６６６％的同学觉得教材上面的图片太少，对
理解课文没有帮助。另外，国际学生最感兴趣的前三项内容是地理概况、文化性格和历史变

化。从语言文字上看，有４５２４％的同学觉得教材中有些生词的解释和注释不清楚。
结合国际学生个别访谈，有几点内容值得关注。国际学生对学习历史兴趣不大，但是对

中国与其本国历史联结兴趣浓厚。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

式，希望自己可以学以致用。他们对中国城市方面的内容很有兴趣，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便

于工作、未来定位与城市文化。

总体上看，诸多“中国概况课”教材都面临覆盖面不够广的问题，知识体系的不完整不

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国情，也不利于教师完成中国概况课的教学目的。其次，许多教材内

容编排体系不够严密，系统性不足。另外，这些课程内容由于难度较高，没有外语翻译会极

大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意愿。

以北大版《中国概况教程》为例，内容大都是２０１０年以前的为主。由于中国综合国力
增长速度快，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日新月异。刚出版三到五年之内的教材内容都可能

与当下中国国情不相适应。

在政治层面，可以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命运共同体、十九大、反腐败、法治中

国、一带一路、国防军队现代化、一国两制等主题。

在经济层面，可以增加创新驱动发展、没有水分的增长、供给侧改革等主题。

在社会侧面，可以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扶贫攻坚、生态文明、网络强国、双一流大

学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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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版《中国概况教程》内容一览

中
国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条
件

中国的国土

与资源

地理

气候

资源

国土的划分和管理

古代历史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中国的人口

中国人口演变

人口结构和分布

计划生育

中国的民族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

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各民族的文化

中
国
经
济

农业

中国农业的成就

农业发展所面对的困难

政府已经采取的改良措施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

工业

中国工业的水平

中国工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

条件

中国工业发展趋势

第三产业的

发展

第三产业的概念和地位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成就

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金融

和保险业

中国金融体系

银行信贷与金融市场

人民币与外汇管理

保险业

中
国
政
治

经
济

中国的政治

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的构成和

演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

合作与政治

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和

政府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央、地方人民政府和行政

监察机关

中国的国防

事业

中国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中国军事制度

军事领导机关

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历程与成就

中国与联合国

政府外交机构

中国经济

概述

计划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

中
国
社
会

中国的环境

状况和环境

保护

中国的环保政策和体制

环境状况与治理

环保科技与公众参与

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

人民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生活

未来中国人民生活———全面小

康社会

教育

古代和近代教育

当代教育

中国教育的基本制度

未来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学

技术

中国科技发展历程

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主要科技成就

科技规划

中国的文化

事业建设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状

文化体制建设和改革

中国的新闻

出版事业

新闻事业

出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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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目前，传播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载体是“中华文化课”。根据２００２年国家
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短期强化》指

出：中华文化课介绍中国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方面知识的讲座。

内容集中在太极拳、书法、绘画、民族乐器等文化技能课。面对这样的教学大纲，我们不

禁要问“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此处《大纲》制定过于

宽泛，实际结果难免流于形式。

２０１７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推
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不

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

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

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支持中华医药、中

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

出去。积极宣传推介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

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鼓励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

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综合运用

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

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

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各方面出境人员，依托我国驻

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从《意见》中看出，结合区位优势，开设中医药体验、中华美食体验、中国武术体验、中华

经典诵读、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中国著名园林参访、中国传统节日体验等活动，必将改变原本

单一的文化课程面貌。

以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短期课程为例，以上海“海派文化”特色为依托，为国际

学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课程，如：国画、古筝、剪纸、武术、面塑、书法。

同济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修班（三周）文化课程安排

第一周

·上海文化体验：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历史陈列馆

·上海文化体验：浦江夜游

·上海文化体验：参观上海博物馆

·中国文化体验课———国画

·中国文化体验课———古筝

·江南水乡———苏州同里一日游

第二周

·上海文化体验：豫园、城隍庙

·上海文化体验：观看杂技表演

·上海文化体验：中国茶

·中国文化体验课———剪纸

·中国文化体验课———武术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二日游

第三周
·上海文化体验：参观上海大世界

·上海文化体验：参观松江影视基地

·中国文化体验课———面塑

·中国文化体验课———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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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风俗习惯适应

中国风俗习惯适应教育的载体主要体现在传统节日和文化旅游。２０１７年中办、国办印
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

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设计制作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

魅力的系列服装服饰。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专题研学旅游线

路，引导游客在文化旅游中感知中华文化。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

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

民健身工程。”

《意见》内容指向明确，利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统，举办写对联、闹元宵、敬老节、赛龙

舟、做月饼等活动，有利于节日文化悄悄地深入人心，文化侵入感降低。

就传统节日教材而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学比重很低，缺乏专

门的节日文化教材。据翟文婷（２０１７）的调查，以春节文化为例，在《新实用汉语课本》、《文
化全景》、《中国文化》、《发展汉语》等常用教材中涉及的春节文化，主要是以习俗文化的介

绍为主。

《发展汉语》高级阅读教材还对中外节日文化进行对比，但仍旧比较侧重于习俗文化，

对春节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重团圆”、“尚和谐”、“福文化”等文化精神和内涵涉及

较少。

其次，国际学生对春节的参与度较低。由于春节处于寒假期间，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停

止。国际学生不能融入春节的氛围，不能深入体验中国的春节文化。因此，学校可以充分利

用周边社区、街道，组织学生积极参与。

以同济大学为例，２０１３年学校组织２２名国际学生组成方队参加四平“闹元宵民俗风情
节”社区方阵巡游。在巡游中，学生们兴奋不已，带着十二生肖或京昆剧面具，手持鲜花挥

舞，受到热烈欢迎。行至主席台时，学生们用各自的语言对社区居民表示了新春美好祝愿。

另外，汉语教师容易忽视中国传统节日的现代化演变和发展。让学生停留在相对古老

的习俗文化层面，而不能认识到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的革新。

三、来华留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点和发展趋势

１以“富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成为来华留学教育的主要理念

富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重

要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自豪感上升的源动力。随着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中国

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从西方来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发展成果，但也从来没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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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中国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凡是谈起思想政治或意识形态，他们仍抱着长期秉持的偏

见和冷战思维不放，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与挑战。

但是从亚非拉来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成果抱有欣赏的态度，也对中

国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同样在谈论思想政治或意识形态中，他们抱着和平友

善、仔细倾听、耐心学习的态度，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亚非拉国家不断发展的实际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怎样潜移默化地在西方国家和亚非拉来的国际学生中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使其融入教学、融入生活，让国际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接

受它，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程度。

以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教学为例，在教学中我们时常会遇到需要展开介绍中国国情校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用视听结合的方式，让国际学生直观地

了解这些内容。

视听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全部专业

习近平治国方略（３集） 人民情怀、大国治理、合作共赢

辉煌中国（６集）
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共享小康、开

放中国

将改革进行到底（１０集）

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

（上）、强军之路（下）、党的自我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航拍中国（６集） 海南篇、陕西篇、新疆篇、黑龙江篇、上海篇、江西篇

舌尖上的中国１（７集）
自然的馈赠、主食的故事、转化的灵感、时间的味道、厨房

的秘密、五味的调和、我们的田野

舌尖上的中国２（８集） 脚步、心传、时节、家常、相逢、秘境、三餐、花絮

土建、交通、

能源、电气、

工程等

超级工程Ⅰ（５集）
港珠澳大桥、上海中心大厦、北京地铁网络、海上巨型风

机、超级ＬＮＧ船

超级工程Ⅱ（４集） 中国路、中国桥、中国车、中国港

超级工程Ⅲ（５集） 食物供应、能量之源、交通网络、中国制造、城市２４小时

政治、法律、

社会、哲学、

军事等

一带一路（６集）
共同命运、互通之路、光明纽带、财富通途、金融互联、筑

梦丝路

法治中国（６集）
奉法者强、大智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上）、公正司

法（下）、全民守法

大国外交（６集）
大道之行、众行致远、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

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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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思想政治教育是“阳谋”———从中美比较的视角探析来华留学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
的定位

一般人都会对美国“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印象深刻。从“五月花号”到当代美

国，移民生活形成的务实精神都成为踏上这片土地的移民者追求的梦想。无论是早期移民

还是后期移民至始至终都在捍卫着自由和民主。这种美国精神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具

凝聚力。也成为后来的移民者引以为傲的主流价值观。

巫阳朔（２０１２）认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已经相当成熟并牢牢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
统治地位，不同思潮难于对其形成颠覆性冲击。这种牢固统治地位的另一面就是美国主流

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力量。在美国人当中，从极左派到极右派都有着共同的核心原则，争论

不在于核心原则，而在于互相攻击对方违背了这些原则。”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存在形式为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美国政治教育具

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其内容包括

四个方面：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教育、反共产主义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公民精神的

教育。

美国道德教育具有“隐蔽”的政治性。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功能上，民族主义、资本主义

与自由主义相互协调、渗透，共同构筑和维护美国的社会秩序。形式上，以自由主义传统为

核心。实质上，以资本主义为根源。

美国宗教教育具有“文化形态”的政治性。其实质可以总结为：从宗教与美利坚民族的

关系看，美国人自殖民化时期以来，即以基督教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伦理基石。宗教与美

国自由这两种精神在美国彼此融合。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产物，即资产阶级的统治

向一切领域延伸的必然结果。

中国对国际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具有“隐蔽”性，也不适合采用“渗透”的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普世价值，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不断自我革新，不断适应新

形势。

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为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

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以我为主的理念，

在来华留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把握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践行者。

３吸收优秀外籍党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

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外籍中共党员。他们都有在中国工作或生活的经历，时间

有长有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也长短不一。这些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大多数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中共一大到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吸收党员没有国籍限制。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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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党章第一次规定只有中国公民才具有入党资格。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规定的变

化主要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第二，受到俄国党、联共党的影响。第

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人而异。其主要原因如下：源于对共产

主义理想的追求和信仰。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动。源于在中国所受到的教育和震

撼。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

新时期，吸收外籍党员，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理想和信念。外籍人士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践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正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

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鼓舞。

另一方面，吸收外籍党员，有利于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外籍党员由于身份特殊，往往能

够在国际上产生比“知华友华”更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当

然，吸收外籍党员必须要审慎考虑，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考验、锻炼和审查，避免起负面作用。

参考文献：

［１］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Ｍ］北

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３．

［２］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短期强化［Ｍ］北

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７．

［３］　巫阳朔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Ｄ］博士论文，２０１２．

［４］　林慧秀中国概况课的教学调查、分析及建议［Ｄ］硕士论文，２０１２．

［５］　翟文婷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以春节为例［Ｄ］硕士论文，２０１７．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教育
科学研究课题“研究型大学来华留学预科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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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角色认同与来华留学生
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工作探析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邵贵文

角色认同，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及行为与本人当时应扮演之角色一致。当一个人了解了

角色期望之后就有一个对角色规范的接受程度问题，即他是否愿意按照角色规范去做。来

华留学生的在华“学生”角色认同，决定了其是否接受学生角色的规范要求及其愿意履行学

生行为规范的程度。

因此，加强来华留学生对其在华学生角色的认同研究，深入地去了解这一认同过程，掌

握其认同规律及强化途径，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认同问题纠偏，有助于推进来华留学生符

合中国社会行为规范要求的行为素养的养成，培育知华、友华的外国留学生。

一、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同的行为意义

角色是他人对相互作用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个体的行为的期望系统，也是占有一定地位

的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期望系统，确定了行为规范的内容等，具有鲜明的行为意义。来华留学

生学生角色认同对其在华留学期间的行为规范具有多重意义。

１行为规范塑造的导向

来华留学生对其学生角色的认同，决定了留学生对其自身拥有了一定的一种身份与行

为认知。同时，也表明来华留学生能够主动认识到其所就读学校、中国社会乃至于其宽泛意

义上的人际关系群体对其行为规范相应的期待，也决定了其在华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以案例院校为例，博士生为主体的留学生结构，决定了该校留学生具有很强的自我身份

推介意识。留学生具有很强的自我介绍主动性，多数介绍语为“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博士留学生，来自ＸＸ国家”，清晰地表明了其角色定向。
其间至少内涵了三层自豪感，一是，对就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９８５大学在杨凌小城市民

群体的自豪感；二是，博士生身份的强烈认同；三是，因博士生居多，决定该校留学生对其国

别身份有了更多的认同与强调。

２行为规范教育的基础

行为规范的养成是行为规范主体了解、认知、接触并最终内化外在行为规范要求信息，

进行角色体认的过程。它不仅受行为规范主体对其角色行为认知与认同的影响，同时也深

刻受外在行为规范信息传播的影响。

就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同与否，决定了其是否接受学生身份，作为被教育对象主动或

５４



被动地去适应留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对学生角色认同程度的不同导致其是否遵循学校行为

规范教育，在不同国别留学生身上尤为明显。

一般来说，来自越南、韩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传统中华文化圈意义上的国家留学生

接受“学生”角色意识强，顺从学校管理；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生因拥有很强的法治意识，会

第一时间去主动了解学校规定并遵守，但对管理老师更多是一种友好的朋友合作互助关系；

来自非洲、巴基斯坦等更多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留学生既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但法治水平相对

较低，其行为规范教育工作难度往往相对较大。

３行为失范纠偏的前提

社会角色是关于人们在特定类型的关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一套规则，内涵角色冲突、角

色懈怠与角色对抗等多种的现象。本质上来说，来华留学生行为“失范”、出错乃至于出格，

根本上来说是其对在华“学生”角色适应问题的表象。

“我不是小孩子，你不能这样说我！”甚至于“你不是我的老板（导师），我不要你管！”留

学生日常教育管理过程中，留学生对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所抱怨的话语，固然透露出了其间

与管理者的文化冲突，但也充分表明了其中国语境下“学生”角色认同的不全面。因此，能

否拥有学生角色认识或认同，是各招收院校对来华留学生开展行为失范纠偏的前提。

二、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同的制约因素

人的社会角色是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来华留学生“学生”角

色认同受其国内社会角色、在华生活环境、学生角色认知等多重层面的影响。

１国内既有社会角色的影响

就案例院校来看，博士留学生均来自国外科研院所或高校，其留学生在国内已有一定的

社会身份与地位，同时年龄也较一般留管人员大等诸多因素决定，不少博士留学生存有刻板

印象，其国内社会角色影响着其对来华留学生“学生”身份的认同。

因社会文化的差异，来华留学生对任课教师比较尊重，对管理人员认同度低，不少来自

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在心态上会将管理人员按服务生对待。加上因大外交工作及学校国际

生源招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具备一定社会身份地位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在无形中会给予

一定的“照顾”。这些，都导致作为行为规范教育主体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开展来华留学

生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存在难处，深受来华留学生其国内社会身份地位的影响。

２中国社会生活氛围的冲击

中国人对外国的友好、对外宾的热情以及中国社会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等诸多社会环境

因素，让来华留学生会更多地强化“外国人”、“客人”意识，而淡化“学生”角色认同。此外，

中国高校虽总体上按照“趋同管理”原则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在留学生文化活动经

费投入、住宿条件的差别保障等都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外学生”对“学生”身份认同的心理差

距，冲击着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同。

以“案例”院校来华留学生分析，地处小镇让当地市民对“老外”格外强的外籍身份认

识；小规模的来华留学生数量，使得学校对留学生的住宿条件、文化活动经费安排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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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着较大差别；当地较低的社会生活消费水平，让中国政府奖学金外国留学生在月工资

收入基本与普通教职工相当；相当部分留学生导师为提升课题组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允

许所指导留学生在实验室说中文等等，诸多因素助推了该校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前

期，不少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同低，相应的学生行为规范认知和遵从水平较差。

３全新角色行为规范认知的局限

所谓角色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承担的角色身份的认知、体验以及采取与自身角色一致

的行为的过程，内涵了对角色的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和自我评价等内容，决定着个体社会角

色行为规范水平，类似于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

中国环境下的“学生”角色及其行为规范要求，对来华留学生来说绝大多数是“零基

础”，缺乏相应的知识。相当部分社会行为规范的约定俗称、不见成文；多数招收院校对行

为规范“不犯错、不违纪、不介入”的态度；行为规范教育时间短且集中在入学教育，并以法

律、校规校纪、培养规定、生活指导等内容为主；规定条文的“繁文缛节”、缺乏简明且易掌握

的行为规范指南等；造成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环境下的“学生”角色及其行为规范要求认知并

不全面，也深刻影响着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水平。

三、角色认同角度推进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养成策略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规范了人的社会行为，较好像脚本中对

演员的行为进行限制。

１以“第一印象”树立学生角色意识

来华留学生的学生角色认同先决条件是其自身对中国学生角色的理解和认识，并由此

来演绎该角色，形成与他人独特的互动关系。因来自不发达国家、年龄偏大的博士生群体角

色认同度往往较低，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将自己当成“学者”、“外宾”。对此，作为来华留学生

行为规范主要外在塑造者的校方必须给予准确的角色定位，通过有力方式强化学生角色身

份的“第一印象”

案例院校，按照国家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对在其本国有公职、持有公务护照的留学生要

求其持普通护照、一律持学习签证来华学习、淡化其原有社会角色身份意识。同时，明确将

双人合作政策作为来校就读的基本政策条文，要求来校就读的留学生必须接受。这对不少

希望在国内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并希望单独住宿的留学生造成很大的“感官”冲击，明确意识

到将来到中国后不可能再享有国内社会身份地位待遇，更多的只能是“学生”，必须服从学

校管理规定。

２在“第一时间”强化角色符号观念

符号是结合人们的纽带，人们对其他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是从符号互动中

产生出的个人意义构成。因此，人们对彼此和自身的主观信念是社会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

实。特定身份符号有助于来华留学生“学生”角色认识与认同的强化。

来校的迎新接待中规范的校徽标识、明晰的办事流程、工作人员娴熟的业务素养等都有

助于来华留学生对中国高校的认同，对自身学生角色的认知。发校徽、赠送具有学校ＬＯ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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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衫、发放汉语字典等，不仅让来华留学生感受到学校的热情，也有助于进一步在入学

报到注册期间，充分利用新生对陌生环境下遵从老师、服从管理的心态，强化来华留学生的

“学生”角色意识。

３增进学习期间的角色荣誉感

角色扮演是纯认知以外的领域，以情感为基础。当角色扮演者找准了角色定位之后，接

下来的问题就是对社会、群体或他人对其角色期望的领悟。社会对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角

色体现出一种角色期待，这种期待成为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限制着角色扮演者的行为，同时

这种期待也形成一些有形或无形的角色规范。

举办奖学金发放仪式，增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学生荣誉感，提升学生角色认

同的自我效能感；将优秀来华留学生表彰纳入学校表彰体系给予表彰，评定校长奖学金、优

秀论文奖、优秀留学生干部、汉语学习单项奖等；鼓励来华留学生按照学校学生行为规范要

求塑造自身。

４强化“学生”角色规范教育

针对管理人员权威性相对较低、来华留学生中国学生行为规范“零基础”及相关规范内

容多，指导性、普及性不强等“学生”角色认同制约因素，案例院校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强化来

华留学生角色行为规范教育工作。

建立管教协调机制，积极融合对外汉语教师参与管理，要求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参与留

学生学业考试监考、检查课堂纪律等工作，提高管理工作人员“教师”权威性；

强化特定场所行为约束，严格执行课堂行为规范，对迟到、逃课及其他课堂行为偏颇行

为及时予以批评教育；

印制留学生守则、文明生活准则、亲友探访须知、在校日常规范、社会礼仪规范、课堂行

为规范、诚信考试倡议等指南化的简明行为规范要求，集中开展为期２周时间左右的入学教

育工作，全面强化角色行为规范要求；

邀请出入境警官做法治、交通、社会治安处罚等法律行为规范报告，提高信息传递的权

威性；

积极开展省内外的中国文化实践工作，通过外出实践检验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学习成

效，并及时进行有关的行为纠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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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王雅婷角色理论视角下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探究［Ｊ］今日中国论坛２０１３，２１．

［４］　曾加劲论角色扮演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之培养———对外汉语跨文化教学实践的新探索［Ｊ］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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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程整合促进医学留学生
中国文化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静

近几年，来华学历留学生增长速度令人瞩目。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间，学历留学生从１０７，４３２人，发展到１８４，７９９人，增长率达到４１８７％，高出３４６１％的来
华留学生总增长率７３个百分点。这其中，医学留学生的贡献率最大，一直是学历留学生中
规模最庞大、生源国最复杂的群体，也是发展民间外交、培养“知华友华”使者的重要战略

资源。

充分发挥这一战略资源的作用，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中国文

化教育教学的责任不可忽视。

一、整合课程，建立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颁布《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
其中第十三条指出：“中国文化教育课程应包括中国概况、汉语、医学汉语”［１］。《暂行规定》

颁布后，各医学院校建立起统一的课程体系：汉语、医学汉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课只开设一个学期（３２学时）的理论课，即用英语讲授中国概况。这在来华医
学留学教育发展初期的确发挥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留学生教育已由当初的“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

量”发展到今天的“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轨道上。原有

的课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保证教育教学

质量。

进入２１世纪，课程整合的理念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各国开始探索实践层面的新进
展。可是，医学留学生的课程整合研究相对滞后。通过知网文献检索，输入主题“课程整

合”，并含“医学留学生”，查询结果为“０”。可见，加强汉语言文化课程整合研究是十分迫
切的。

广义上讲，课程整合是指把各种技术手段完美地融合到课程中，超越不同知识体系，以

共同要素为核心安排教学活动。狭义上讲，课程整合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课程融合成一门

课程组织教学，以期形成合力，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超越原课程设置目标［２］。

本研究属于狭义课程整合，是以对外汉语课中的文化元素为内容，以文化主题为中心，

以中国文化体验课为载体的主题课程。该主题课程建设遵循三个原则：

１规范中国文化理论课（英文授课）的内容，避免与汉语课的内容重叠；
２规范汉语课中的文化主题，将具有实践探究意义的文化元素纳入主题文化课上，汉

语课上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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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创建中国文化主题课程，将汉语课中具有实践探究意义的中国文化元素设为主题，
开展体验式教学，增加实践环节、合作环节、探究环节和展示环节。

整合后的主题课程既能避免传统分科教学造成的语言课和文化课教学内容的交叉重

叠，又能实现“理论与实践、语言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内涵式发展的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包括汉语和中国文化。汉语下设基础

汉语和医学汉语；医学汉语下设基础医学汉语和临床医学汉语。中国文化下设中国文化理

论课（英文授课）和中国文化主题课，即中国文化体验课（双语授课）。

该课程体系既能弥补文化课时的不足，平衡汉语课和文化课的比例；又能增加实践环

节，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

二、整合课程，激发教师的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课程整合要求汉语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不能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政、互不通气”，而是

要加强协商合作，共同确定文化主题。主题可以是取自教材的文化内容，也可以是社会热点

问题。如：中国节日、中国艺术、中国服饰、中国饮食、中国风俗、双十一、大学生驴友等。主

题必须兼顾实践性、合作性、内涵性、展示性等特点。

主题确定后，文化课教师应发挥创新精神，根据不同主题纂写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时数、评价体系及评价手段、研究性问题等。下面以春节主题为例，以表格形

式呈现文化主题课教学计划的概况。

春节文化体验课教学计划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

时数
学生作品

评价体系

（满分１００’）
教学用具

教学

反思

１了解中国春
节的由来及中

国历法的计算

方法。２了解
中国春节的传

统 风 俗 习 惯。

３解释中国春
节的大扫除、房

间 装 饰、红 袜

子、年夜饭、红

包中的文化寓

意。４帮助学
生理解中国人

热爱平安吉祥、

富贵有余的心

理取向及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

剪纸 ２ 福字、鱼 ２０’ 彩纸、剪刀

年画 ２ 童子荷花鱼 ２０’
白 色 卡 纸、

彩笔

春联 ２
平安富贵

吉祥如意
２０’

红纸、毛 垫、

毛笔、砚 台、

墨汁、水桶

舞狮子／
红灯笼／
年夜饭／
春 晚／
红包

２

做红灯笼，并将金色汉

字剪纸贴到灯笼上。

讨论传统与现代、城市

与农村节日庆祝方式

的不同；不同国家节日

庆祝方式的差异

２０’
红灯笼组装

件、金 色 纸

张、剪刀

个人或小

组汇报
２ 汉语口语ＰＰＴ展示 ２０’

多媒体教学

设备

１评 出 不
同内容的优

秀作品，并

以此丰富中

国文化体验

教 室 的 装

饰，增强环

境的亲和力

和感染力。

２增 加 学
生讲述本民

族节日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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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探究性问题
探究性问题可能是教学中自然生成，也可能是在备课中挑出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春节主题中红色出

现的频率很高，教师可以在备课中抓住这个文化符号，在讲解红色的文化内涵后提出探索性问题：“在中国

你会看到有些车上系着红布条，这是为什么呢？”

教师将全班划分为４个小组，鼓励留学生多与中国朋友交流，并将交流过程录像。经过小组集体讨
论、上网自主学习，总结归纳出探究性问题的答案。下次课上将中国朋友的回答及他们自己的观点一并呈

上。各个小组完成汇报后，教师做总结性发言，让学生理解中国人喜欢用红布条来避邪、祈求平安的文化

心理和风俗习惯。探究性问题不纳入评价体系，只作为课堂教学的延展性任务，旨在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意

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另外，每学期末要进行教学反思，体现在教学计划的备注中，为以后教学的不断完善提

供建设性参考。

三、整合课程，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

“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个人对外界刺激总体性的、独特的反应”

③。文化自觉意识就是个体对文化客体具有主观敏感性、文化对比能力和文化包容态度。

文化自觉意识一方面表现为确认本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确认他文化存在的

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奉行文化交流、文化共处，不搞文化独尊、文化强权④。

文化主题课既能为留学生提供中国文化主题的实践探索环节，同时也能为留学生提供

展示环节，包括中国文化作品展示和ＰＰＴ展示。在ＰＰＴ展示中，对于挖掘文化主题内涵、探

讨本族文化与其不同、进行文化符号创新的展示给予高度评价，为不同生源国留学生提供文

化交流平台，充分培养留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

每次课后，提出供留学生思考、交流、探究的中国文化方面问题，如：车轮上为什么系红

布？婚礼上花束为什么要双数？你们知道为什么马葫芦上贴红纸吗？中国人喜欢什么数

字，为什么？校园街牌和雕刻书法的含义是什么？学校校训的含义是什么？商业网点开业

典礼上中国老人敲的是什么鼓？你想不想试试？等等，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机延展，不断培养

留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同时，鼓励留学生发现与本民族不同的文化符号，探究其文化内

涵，提高其对不同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

四、整合课程，创新教学模式

整合后的文化主题课采取“三三制”教学模式，即讲授三分之一，小组合作完成任务三

分之一，学生汇报三分之一。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同时也促进教和

学双主体的和谐发展。

１教师讲授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是以课本为知识点的灌输式教学，体现了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

能被动接受、机械记忆的不平衡状况。文化主题教学体现以主题为中心的任务教学，学生是

课堂的中心，教师起辅助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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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体验教室的生态课堂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导入法”、“提问法”、

“任务法”、“对比法”、“归纳法”等，充分体现文化主题课的整体性、开放性、合作性、实践性

和生成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教学中要坚持“三个有”原则，即有当堂的教学目标，有具体的教学任务、有明确的评价

标准。让学生目标明确、有的放矢、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个教学步骤。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反馈的课堂活动中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２小组合作

教师理论授课后，小组合作完成各项实践任务。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坚持“三个不”，即

学生自主学习能解决的不讲、合作学习能解决的不讲、学习中生成的问题未问及的不讲。当

然，学生问到的问题一定要深入浅出地讲透，充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

探究解决问题能力。

３汇报总结

三分之一的理论讲授和三分之一的实践体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接下来是从实

践到理论的第二部，也是培养留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一步。

总结性汇报可以是以个体形式，用ＰＰＴ展示学生对文化主题的理解、文化作品、文化内

涵的挖掘等；也可以是以小组形式，用各种材料表现不同的文化符号，揭示文化内涵。这个

环节中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也提高了医学留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教学

环节。

“三三制”教学模式注重过程评价，而不是结果评价。合作实践和回报总结过程中学生

的态度、情感、努力程度、创造性因素将纳入评价体系，实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机

结合，有效地引导学生享受文化体验过程、创造过程，而不是为了考试死记硬背一些文化符

号，更加有效地实现文化主题课教学目标。

五、整合课程，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整合后的课程体系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更有利于提高留学生对汉语和中国文

化的学习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ＨＳＫ水平考试作为广义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能客观考查汉语为非第一语言

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⑤。

鉴于ＨＳＫ的权威性和成熟性，我们以此对两个年级的１６４名学生进行了两次 ＨＳＫ四

级测试，两次试卷对照筛选后，保留１５３份有效试卷。第一次考试是在文化主题课开课前，

第二次是文化主题课开课一个学期（１６学时）后。分析发现，第二次考试成绩高分段和中分

段人数明显增加，分别增加了３５８５％和３３３３％。低分段人数明显减少，减少了４０２３％。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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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课程整合前的ＨＳＫ四级成绩及人数

图二　课程整合后的ＨＳＫ四级成绩及人数

这说明，整合后的课程体系有利于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

提高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教学质量。

课程整合是提高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整合后的文化主题课

既能与汉语课形成有效的呼应，又能避免传统文化课和汉语课因交叉重叠造成的不必要浪

费，因而实现了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效果。

随着来华医学留学教育的不断发展、来华医学留学生人文素养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课

教学只有不断探索，才能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完善评价手段，才能实现来华医学留

学生战略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１］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ＤＢ／ＯＬ］，２００７年，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２］　周爱军，课程整合理论的启示［Ｊ］，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５－６６．
［３］　王启康，论自我意识及其与自我之关系［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１２４－１３３．
［４］　邱柏生，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Ｊ］，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２（１）：１４－１９．
［５］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孔子学院总部，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作者李静，女，系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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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来华医学留学生（ＭＢＢＳ）
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方法探讨

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琦　崔艳华

来华医学留学生（ＭＢＢＳ）数量是除汉语言专业外人数最多的专业，生源国数众多。为
保证质量，教育部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计划招生来控制招生院校和招生数量，并从２０１４年开始限
定每所招收ＭＢＢＳ留学生的院校每年最多招收１００人。

尽管如此，我国医学留学生每年的招生计划仍接近４０００人，如此数量之大的医学留学
生，加快了中国医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并且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加，由于生源国数量众多，

培养质量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和范围逐渐突出和扩大，特别是负面影响，它会使整个中国医学

教育的声誉受到影响。

国际上，尼泊尔、印度政府曾因中国毕业的ＭＢＢＳ学生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太低而与中
国政府提出正面交涉。因此，ＭＢＢＳ项目的培养质量的保证和提高应是我们始终关注和研
究的课题。

医学留学生的规模、质量、效益应协调发展，这里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这

里的社会效益对国家而言就是国际影响，只有良好的培养质量才能保证医学留学生教育可

持续发展。

从近期看，各生源国衡量中国医学留学生培养质量高低与否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就是

毕业生是否能通过本国执业医师考试，通过了考试，标志着中国培养的医学生达到了生源国

所期待的质量标准，获得的分数越高，说明培养质量越高，而通不过执业医师考试则意味着

培养质量低。

因此，当前应提高来华留学生回生源国的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当然也可用通过欧美等

发达国家执业医师考试替代生源国执业医师考试，不言而喻，这更能表明毕业生质量。

从远期看，通过了生源国执业医师考试，在各生源国执业的中国培养的留学生所表现的

岗位胜任力的强或弱，决定于他们的综合素质，而综合素质在短期内是不能凸显的，远期会

逐渐显现出来，他们未来的发展状况，也就是说中国培养的是普通医生还是优秀的医生，这

会从更高层次上说明来华医学留学生培养质量高低。

综上所述，如何提高来华留学生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课题。纵观

各国执业医师考试内容，即使是西方医学最先进的代表美国，其执业医师考试，从１９１６年第
一次考试至今，考试形式几经变化，考试内容包含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实践三个部分

却一直未变［１］。

虽然考试内容简单地被归为３个部分，但是我们知道，开展医学教育，要培养医生职业
素养，包括医学专业能力、人文素养还有其他综合素质，特别是要适应生物 －心理 －社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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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人文素养的培养比以往显得更加重要。

来华医学留学生（ＭＢＢＳ）教育成规模开展至今，已有１０余年的历史了，目前有５０余所
学校招收留学生，但是生源质量不一，招生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如何保证和提高生源质量也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生源质量影响培养质量。

鉴于以上分析，为保证和提高来华医学留学生培养质量，也给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可借鉴

的依据，根据医学生培养的规律，应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保证来华医学留学生生源质量

目前，在中国学习ＭＢＢＳ项目的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生源国超百个。各国、各地区的
教育体系与考试标准不同，如何科学地筛选学生，使生源质量得到保证，探索是否能够借鉴

美国入学考试体系，成立专门医学考试机构，探索在开展医学教育的高校中推行医学入学考

试制度是一个课题。

二、提高来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实习是培养医学生重要的环节。在来华留学生是回国实习、还是在中国实习，国内院校

在这个问题上也面临诸多困惑，是否应该允许学生回国实习、到第三国实习？如何监控实习

质量？是否要对国外实习医院进行考核？如何考核？如何检验回国实习学生的实习质量等

诸多问题都应进行探讨。

１探讨临床实习质量的提升办法，在中国实习还是回国实习？如何控制实习质量？这
里涉及到教学资源问题、语言问题，也涉及教学内容问题，如在中国实习，由于中国和生源国

疾病谱不完全一样，如何使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本国医疗环境，特别是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治情况及其执业医师考试内容等。

２临床技能培训，探讨通过临床技能比赛的形式，增强重视留学生临床技能培训的氛
围，深入开展临床技能培训，探讨模拟医学、借助标准化病人训练等等方法。目前，中国医学

生的临床技能大赛举办的如火如荼，全国医科高校高度重视，学生在备赛过程中临床技能得

到了极大地强化。

“以评促建”能否也同样适用于留学生的医学教育，使在医学留学生中举办临床技能大

赛成为推进各高校重视留学生临床技能培训、检验各高校的留学生医学教育质量的一个重

要手段。探讨通过活动的开展，全面推动学校重视留学生临床技能，普遍提高所有学生的临

床技能。

三、提高医学留学生人文教育质量，增强其人文素质

根据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ＩＩＭＥ）在 ２００１出台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ＧＭＥＲ）规定的世界各地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必须具备的７个基本素质要求中的３个：（１）
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及伦理。（２）沟通技能。（３）公共健康及卫生系统，来进行人文教育。

哈佛大学医学社会工作的奠基者理查德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ａｂｏｔ）说：“人文教育可以任何形
式进行，可以通过实践，也可以通过模仿好的榜样”。［２］探索力求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内容增

５５



加人文教育内容。

中国医学教育人文还处在很欠缺的阶段，留学生人文教育更薄弱，这是由于留学生人文

教育师资短缺，教育内容和手段、途径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人文教育在留学生教育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否则会培养出人文精神薄弱、综合素质不高的毕业生，影响学生的发展，影响

中国医学教育的国际声誉。

（一）统一认识，真正重视人文教育

我国医学留学生人文教育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

依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

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所以要强调教育者们真正统一认识，重视人文

教育。

（二）对人文教育内容应达成共识

应明确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制订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

（三）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增强教学时效性

核心课程：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学、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概论、医学哲

学等需深入开展教学研究，人文教育的内容不必重视理论的探讨、不必侧重范畴、体系的传

授，而是应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的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增强教学的实用性和实效性，使
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考虑问题。

（四）提高留学生医学人文教育质量的方法

体现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避免人文课程与医学实践的脱节。

１人文课程应包括独立的人文课程、人文课程整合到医学实践中的额课程；
２开展系列活动：公益活动、人文教育主题活动等；
３给学生提供人文教育系列丛书，要求学生自学；
４榜样学习；
５开展留学生人文研讨等等。

四、加强医学留学生的汉语教学研究

ＭＢＢＳ是全英文授课，但学生面临在中国医院语言环境实习，这是个矛盾，而学生在医
院实习又需要大量的医学汉语，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又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处理好这个矛

盾，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调整教学，深入加强研究，探讨如何进行来华医学生的汉语、医学汉

语教学，如何建立实习前汉语考核制度等，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在中国环境实习，同时

普通汉语达到一定水平的目标。

五、加强教学管理———实施培养过程分段考核制度

为保证培养合格学生，毕业后能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我们应探索在培养过程中，对学生

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及时的检验，探讨在留学生培养过程中，进行分段考核制度，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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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及时提醒和淘汰不合格学生，及时修补完善缺欠，以达到最终实现培养目标的目的。

１第一阶段考核———完成基础医学学习后考核学生进入临床课程学习前，进行基础医
学知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临床医学阶段学习。

２第二阶段考核———毕业实习前考核。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前，进行临床医学知识考
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临床实习阶段。

３第三阶段考核———包括毕业前临床技能考核内容的毕业前考核，不合格者不允许
毕业。

六、了解生源国执业医师考试内容和差异

积极探讨、了解生源国执业医师考试内容、差异，既可因需教学，也可加强辅导，帮助学

生通过执业医师考试。

通过以上几项内容的研究，探索出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途径和措施，提升整个来华医学留

学生教育水平，使来华医学留学生教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俞方，美国医学课程改革历程探索Ｐ１０８

［２］　俞方，美国医学课程改革历程探索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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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竞争力的
现状与提升途径

浙江大学　叶文

教育竞争力是反映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一个比较性指标，有

不同的考察维度，宏观上可以从世界范围、国家层面、区域范围等不同层次进行考量；微观上

可从影响因子、因素或评价等指标上进行分析。

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水平则是反映教育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区域性发展，从发展水平、特点和趋势等方面考察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区域性特征（特别

是省域性），可为提升区域性来华留学生教育竞争力提供参考。

一、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地位

目前，浙江省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高等院校有近５０所。根据省教育厅最新发布
的数据统计，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全省高校留学生共计１７，０３９人，同比增长１６４５％，其中长期
生１４，７４５人，同比增长１４５１％，占总人数的８６５４％。攻读学位的留学生８，１１３人，同比
增长１８８％，占总人数的４７６１％。”①

从全国范围比较，过去十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４），浙江省区域内来华留学生教育稳步发展，从
总体规模上看，自２００４年省市排名第１１名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第５名；从人数上看，自２００４
年的２，６０４人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２，１９０人，年平均增长率达２３８９％。

以２０１４年为例，来华留学生规模排名前１０名的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
江、广东、辽宁、山东、湖北和黑龙江，规模都超过了１２，０００人。②浙江省来华留学生规模以
２２，１９０人位居第５。实际上，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模已经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省市第
５位；自２００５年后，也一直稳居前１０，从２００４年排名第１０位到２００８年的第８位再到近三年
稳居第５位，稳步提升。

应该说，此前阶段是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偏重数量和规模。研究表

明，当前阶段影响区域来华留学生人数的核心要素是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

度、教育经费投入、人均ＧＤＰ及文化竞争力等。③总体来说，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整体地位
与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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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浙江省教育厅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ｅｄｕ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１４３５２８４４２１６０１６２２２５ｈｔｍｌ。
见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ｘｗｄｔ／ｂｍｄｔ／２０１５０３／ｔ２０１５０３１９＿１３４５６６８ｈｔｍ。
参考曲如晓、江铨：《来华留学生区域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１年３月，第

３０～３８页。



二、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的区域特点与优劣势分析

从全国范围看，来华留学教育整体规模位居前１０名的省市外国留学生人数进行比较，

以２０１４年数据为例（见表１）：

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稳居第１、第２位，与其他８个省份相比具有较大优势，可以视为

第一梯队；排名２—６位的五个省市（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和辽宁）差距较小，相互之间的

竞争极为激烈，可视为第二梯队；排名７—９位的３个省份（山东、湖北、黑龙江）也具有一定

规模，和前面五个省份相比，有一定差距，可视为第三梯队。

实际上，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４年这十年间，情况也基本相同，差别只是２—１０位顺序有所变

化。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来华留学生规模从１０年前的第三梯队到近几年基本稳定在第二

梯队的中间位置。

究其原因，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其他省市无法企及的地缘优势，

历来是来华留学生的聚集地；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经济发展的

沿海省份，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程度高，也受到外国留学生的青睐；辽宁、山东、黑龙江三省

因临近韩日，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湖北虽然地处中部，但是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部

经济文化重镇，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也越来越受到外国留学生的重视，是后起之秀。

通过对比和分析，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的区域特点和优劣势均较为明显：

（一）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区域竞争力的优势

十年来，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和水平能够稳步提升，既得益于整个国家来华留学

教育的大好形势，也得益于浙江省本身具有的区域竞争力。

１经济活力强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第一经济带，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第一批受益省份之一。浙

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 ＧＤＰ和可支配收入逐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浙江省

民营经济基础非常好，市场化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创业气氛浓厚，其发展模式被誉为“浙江

模式”。

近年来，浙江又在互联网经济产业上扮演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将进一步激发其经

济活力优势。总之，浙江省经济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将会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奠定

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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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性的文化特性

从历史上看，浙江省作为沿海省份，具有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这一区域的历史和今天

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开放性文化特征。“浙江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和历史地位。”④其海洋文化特性不仅造就了浙江开拓精神和重商气质，也造就了浙

江开放性的文化特性。

这一特征对于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至关重要。它能够摒除保守、落后的特性，培育开

放性、国际化的气质，抓住时代趋势，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提供精神保障。

３环境优势明显

环境因素也是影响来华留学教育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经验表明，留学生在选择留学区

域时城市环境也是其考虑的重要个性化因素。据调查发现，很多国家的留学生将环境作为

其选择留学浙江的重要原因。

浙江省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环境的保护，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在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扎实推行美丽乡村、美丽浙江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

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树立了“‘实现天蓝、水清、山绿、地净’，建成‘富饶秀美、和谐安

康、人文昌盛、宜业宜居’的美丽浙江”的目标。这将进一步彰显浙江省区域的环境优势，吸

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

４城市品牌效应

知名度是来华留学生选择留学生目的地的重要参考因素，包括学校知名度、城市知名度

等。在世界范围内，浙江省已经具有一些城市品牌。例如浙江省省会杭州是著名的旅游城

市，拥有西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知名度较高；另外，义乌作为重要的小商品市

场，其影响力也遍布全球，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到义乌从事商业活动。以上城市品牌是宣传浙

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的最好广告，其影响力和效应是无声的。

（二）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区域竞争力的劣势

与其它省份相比，除了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外，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也有制约其发展的

限制性因素和劣势。

１与京沪两地相比，区位不佳，差距明显

过去十年，北京、上海两地来华留学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看，都占据绝对领先优

势。随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日趋平衡，地区性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北京和上海两市作为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作为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竞争优势仍然十分明

显。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这一地位是其它省份（包括浙江）无法撼动的。浙江省区域来华留

学教育从规模上看短期内将与京沪地区保持着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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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方牧：《浙江海洋文化的前世今生（二）》，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２年８月，第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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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备招生外国留学生资格的名校稀少

一个区域内高校总体数量和质量直接关乎本区域内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截至

到２０１３年年底，浙江省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高等院校虽然有４７所，但其中，９８５、２１１

院校仅浙江大学１所，较难形成集合效应。以２０１２年为例，全国高校来华留学生人数进入

前２０名的高校中，上海市有７所，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市有６

所，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广东省有２所，包括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福建省有２所，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可喜的

是，近年来，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三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迅速，整体规模

都已突破千人，后劲充足，是未来浙江省扩大来华留学教育整体规模的重要力量。

３来华留学生招生结构不尽合理

来华留学生的学生结构能够反映一个学校（或区域内）来华留学教育的综合实力和质

量。近１０年来，我国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和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学历生人数占来华留学生总

数比重不断提高。（见表２）

就浙江省来说，来华留学生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够理想，语言生和短期生所占的

比例过大。２００９年之前，浙江省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比例不足２０％。２０１１年，这一比例

同比增长较大，学历生人数达到当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的３１７５％。近几年来，学历生比重逐

步平稳提升，去年达到３９２６％。但相比全国的平均值４３６０％，仍存在一定差距。

概括来讲，浙江省作为国内一个重要省域单位，在来华留学教育上体现了一定的竞争

力，区域特征明显。但因地缘因素、先天不足和历史原因，在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上也存

在较大的制约性因素，仍有较大的潜力和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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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通过梳理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的总体特点，评价其地位，进一步分析了区域特点与优劣

势后，为思考我省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特别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

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根据这一思路，为提升我省来华留学教育竞争力，可从

以下方面开展探索。

（一）提升国际化水平

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浙江省应当凭借其开放性的文化特性和经济活

力，大力推动区域内的国际化水平，包括国际化环境的营造、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引入等。近

年来，浙江省十分重视国际化城市发展机遇，杭州市相继举办了国际动漫节、东亚商务论坛、

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２０１５产业互联网大会等。

近期，《杭州市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行动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发布，将重点推进包括
国际会展在内的２５个重大建设项目，将以更高的国际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

化，让国际化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⑤

同时，浙江省区域内高校应当提升国际化校园氛围，提高国际化水平。在这方面，浙江

省也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为促进省域内高校提升国际化水平，２０１３年省教育厅首次

发布《浙江省普通高校国际化水平排名》，依据《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中的１２项国际化评价指标，对全省高校国际化总体水平和单项水平进行排序。

另外，省教育厅大力支持和鼓励高校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合作办学。据了解，目前省内超

过２／３高校开设了全英文课程。浙江大学也启动了全英文课程建设计划，首批３５门“海外
教师主导的研究生全英文课程”正在建设中。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高校国际化水平

的提升。

（二）挖掘特色项目

通过研究多所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途径，为弥补先天地缘不佳和名校不足的劣势，

拓展和挖掘高校和地区的特色项目是一个立竿见影的途径。开辟一个新项目，能够实现整

体规模的较大发展。

浙江省各高校需要充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挖掘专业性强、特色明显的来华留学生项

目，以此吸引留学生。例如全英文项目，不仅节省了留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成本，学习

效率也大为提高，对留学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目前，全英文项目主要集中在医药学科，例如ＭＢＢＳ、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各高校应

该根据学科优势，逐步开展和建立新的比较受欢迎的全英文项目或中英文双语项目，例如土

木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机械工程、建筑工程、会计等。全英文专业和课程建设，是

扩大浙江省留学生规模、提高学历层次的重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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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品牌效应

品牌是无声的广告。打造品牌效应有不同层面，对于浙江省来说，通过向全世界宣传省

域内的经济品牌、文化品牌、企业品牌、城市品牌等都可以扩大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对于来华

留学生教育的主体———高校来说，建立学校声誉品牌，打造项目精品，也是加强品牌建设的

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创业等经济活动的突起，浙江省充分利用在这方面的优势，成功吸

引了世界眼球，例如在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等。通过这些品牌，

极大地向世界展现了浙江形象，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力维护好这些品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品

牌效应，因为它们将在留学教育方面体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和魅力。

（四）完善奖学金体系

根据实际经验，我们发现，奖学金对来华留学生选择留下目的地会发生较大影响。在同

等条件下，大多数学生会倾向于选择有丰厚奖学金的学校。在相互竞争压力下，近年来各省

市高校基本建立了校级、省级和国家级三级的奖学金体系。浙江省内高校也建立了类似奖

学金体系。２０１１年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１３万人，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当年“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设立。

但是，完善奖学金体系不是说奖学金越丰厚越好，更重要的是需要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

用，特别是在吸引优秀生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门和高校需要全面设计奖学金

资助体系，例如通过实行奖学金等级制、考核制等过程控制，进一步发挥奖学金在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

（五）注重教育质量

在短期内，虽然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全英文项目、特色项目快速扩大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

模，但是从长远来看，要在留学教育上获得持续性的发展，重视人才培养，回归教育本身是必

由之路。

在我国来华留学生已具有相当规模的条件下，留学生教育必将从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

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教育部已经明确提出了“优化来华留学环境、注重规范管理和提

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要求。这也是来华留学教育未来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和文化区域之一，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但

与北京、上海相比，差距较大。浙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结合浙江省

来华留学教育的区域性特点和优劣因素，可从提升国际化水平、挖掘特色项目、打造品牌效

应、完善奖学金体系和注重教育质量等五个方面进行探索，进一步提升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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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郭莉

来华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扩大来华留学成为营造知华友华国际大环境的有效

举措，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共有来自２０５个国家的近４４万留学生在我国８２９所高校和机构学习。
由此推断，实现２０２０年来华留学生达到５０万人的目标指日可待。但是，来华留学生规模的
不断扩大，带来了新的问题，对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一、关于留学生管理法制化建设问题

来华留学规模迅速扩大，留学生类别复杂，良莠不齐，如何规范管理，“提质增效”，实现

可持续良性发展是当务之急。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留学生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的不足，尤其是

留学生教育的法制化建设亟需加快步伐。

（一）关于来华留学的现行法规

数十年来，我国政府在接受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实践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但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比较单一，尚未构建完整、科学的法规体系，最明显的问题是立法方面比

较滞后。

为促进来华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教育部曾联合公安部、外交部等部委颁布两个规

范性文件，即１９９９年７月教育部令第４号《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暂行办法》、２０００年１月教
育部令第９号《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这两个法令已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
来华留学事业的需求；而且，该办法立法层次较低；也过于粗放，有些重要事项可操作性

不强。

所幸的是，刚由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并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施行的第４２号
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的第四章第三十条规定，国际学生在高等学校学习

期间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

（二）关于来华留学教育立法的完善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也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来华留学的法制化应该得到更大关注。从立法角度看，需要提高立法层次，至少实现从“规

定”到“条例”。目前刚出台的第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仅为教育部
令，属于部门规章。

澳大利亚政府早在１９９１年就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教育制定了《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一点值得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借鉴，至少应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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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部门规章上升到行政法规的层次，如颁行《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条例》。

（三）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法律依据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是近年来各主要大学积极探索的热点。２０１７年２月教育部发布
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第七章第六十六条指出，“学校对接受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学生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此文件对于来华留

学生的“趋同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值得各高校深入理解学习。例如中山大学于

２０１６年实施全面“趋同化”管理试点单位。

二、关于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问题

我国政府对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

指导方针。但是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导致学生管理混

乱，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我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比较普通问题，其一是生源结构不合理，欧美发达国家学生不到

３０％；其二是学历生少，大部分都是汉语进修生；其三是高层次留学生比例少，本科生多，硕
博少；其四是招生门槛低，甚至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入学遴选，导致学生素质整体偏低，教学

和日常管理困难。国家教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在切实采取两大措施鼓励和引

导高校调结构、提质量。

（一）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作用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文件精神，实施
《留学中国计划》，教育部国际司于２０１３年启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提出到２０２０
年，分期分批建设１００个“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并将这些基地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
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教育品牌，在国际学生招收、培养和管理服务等领域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

作用，同时承担来华留学教育和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任务，带动全国来华留学工作整体水平的

提升。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教育部根据各高校近三年来的留学生总体规模、学生结构、发展规

划等评价标准，经过严格评审，最终确定清华、北大、复旦、浙江大学等２２所部属高校，黑龙
江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等１６所地方院校作为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高校”；确定三峡
大学等１４所高校为第二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高校”。

（二）强化“质量认证”的约束力度

根据教育部来华留学十六字工作方针，提升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教学质量，２０１５年，国家
教育部启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并推行“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

系”。该认证体系综合评估留学生培养高校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成果，侧重对高校开展来华

留学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考评，促使高校以提高培养质量为导向，实现来华留学教育的

“提质增效”。

该项认证工作由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具体承办。该认证指标体系共设定

一级指标５个、二级指标１５个、主要考查点有３６个，具体从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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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教育管理、学生活动、办学质量与影响力以及办学特色等方面对参评高校的来华

留学生教育进行综合评估。

经过自评自查、提交材料、专家通讯评审、现场考察和集中评审多个环节，北大、复旦、北

师大、武汉大学等２７所首批通过认证。该认证工作对于规范高校留学生教育办学行为，鼓
励各高校深化留学生培养模式改革，打造高质量、高层次和多元化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意

义重大。

三、关于来华留学与跨境教育输出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政府积极鼓励高校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强强合作，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走出国门，对外输出教育资

源，直接参与教育市场国际竞争。在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
法》之前，全国已有２０多所大学在境外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美、西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输出的专业主要

是中医药、汉语言文化、中国传统艺术等领域，办学形式主要是合作培养项目。北京中医药

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早在１９９７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就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合作，在英国举办五年制中医专
业；该校在二十多年前就在日本开设了分校。厦门大学在２００４年就出台了《厦门大学境外
办学实施办法》，积极推动境外办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于２０１６年已开始正式招生。

高校来华留学与境外办学实质上是我国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两种主要形式，两种可以

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例如，武汉大学分别与越南河内外国语大学、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合作

举办“２＋２”双学位项目，两国学生在其母国学习两年后，来武汉大学继续学习两年，可获得
两国两校的双学士学位。

武汉大学还拟与泰国东方大学合作举办测绘遥感专业“１＋１”双硕士项目。这是一种
比较典型的境外办学，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同时，也为来华留学提供了稳定的生源渠道，

而且，这种模式招收的来华留学生素质较高。

鉴于此，我国一流大学在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境外办学，形成良

性互动，共同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关于重点高校国际教育发展的建议

当前，我国高校来华留学事业可谓蓬勃发展，接受留学生高校已逾８００所，可以说，来华
留学已经不再是初级阶段，应该是从粗放型到精细型发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一

流大学的来华留学事业应该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顶层设计，制定来华留学战略规划。来华留学是高等学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和工作抓手，也是高等学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手段。学校决策层应该高瞻远瞩，从长远发展的

战略高度出发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扩大来华留学促进学校国际化进程。

其二，内涵发展，扩大全英文授课专业。当前，我国高校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是全英文授课课程不足，而且不成体系，很难吸引发达国家的优质生源。开设并扩大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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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专业，重点高校可以借此开展与国外名校间的学生交换，丰富生源渠道。同时，全英文

专业建设也可以促进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发展。不少学校已经将英文课程建设

纳入国际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其三，加大投入，营造国际化办学环境。所谓筑巢引凤，要提高留学生质量，教学资源、

住宿条件等硬件环境，学校整体管理水平、特别是留学生管理人员素质，以及校园文化等软

环境都很重要。而且，长远来看，国际化氛围对于提升学校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都是大

有裨益的。

纵观历史，世界上真正的强国必然是教育发达之国，也是各国学子汇聚之地。今日中国

已经跻身世界教育大国和教育输出大国之列，但仍需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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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地方高校来华留学工作
———以西北大学为例

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晓刚

一、地方高校来华留学工作面临的发展机遇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留学生教育工作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重视。来华留学工作是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提升中

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世界认同的战略工程。［１］对引进和培养国际人才、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

的人文交流、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地方高校，尤其西部地方高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我

们的来华留学工作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

１国家强国战略和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及留学中国计划实施，要求２０２０年来华留学生
达到５０万人。
２“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及推动。西安作为“一路一带”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原丝绸之

路的起点，有助于吸引中亚、东南亚各国的留学生。

３我国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对学校国际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４作为教育大省和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西北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优

势对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地方高校来华留学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国际和国家大环境下存在以上诸多机遇，但对一个个个体的地方高校来说，要保

证学校来华留学工作健康良性开展，确依然面临更多挑战和诸多的问题：

１国内留学生市场竞争激烈，规范化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２地方高校大部分来华留学工作顶层设计缺失，缺乏针对来华留学工作的宏观指导性

文件、指标要求及通畅的体制机制。

３国际化意识淡薄、认识不到位、氛围不足。来华留学工作作为大外事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培养、后勤保障服务体制机制不顺，造成了留学生培养与院系脱节，管理与相关职能部

门脱节，难以形成大海外教育体系。

４留学生工作的二级学院或部门定位不符合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化发展需要。
５学校国际教育品牌意识淡薄，特色不明显，学位含金量相对较低。
６学校关于来华留学教育的软硬件条件保障不足，全英文授课专业少甚或没有，部分

院校就连全英文授课课程也很少。留学生教学场所及住宿条件不足且管理体制不顺。

７来华留学国际化项目缺乏。
８缺乏激励政策、制度支持和院系留学生工作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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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做好地方高校来华留学工作

（一）加强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来华留学工作政策、制度建设

学校应成立“来华留学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或相应机构，设立来华留学管理办公室／处，
负责研究、制订全校来华留学工作发展规划，部署协调指导各院系来华留学工作，为学校来

华留学发展确定方针政策，为留学生稳定安全提供指导和有关保障，负责“大海外教育体

系”顶层设计。

明确学校、各职能部门、相关院系权利、义务和责任，确保来华留学工作科学规范、依法

守规，营造学校来华留学工作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根据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指标要求，在“来华

留学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制定院系留学生培养评估、考核指标体系和相关激励政

策，以调动全校各单位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校办海外教育的氛围。

（二）建立、健全、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以学校为主导、院系为主体、学科为依托的全方位来华留学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变现行留学生工作管理单一的局面，努力构建大海外教育格局，让各部门、各院系都能主

动融入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各培养院系要设有主管留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以及负责具体工

作的专职管理人员。

在体制保障到位的前提下，起草并狠抓各项制度和资源落实。同时，建立和完善对各院

系留学生工作的监督、评估、考核和激励机制，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明确学校留学生教育的目标方向，处理好留学生工作助推学校国际化与学校经济效益

的关系，加快留学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支持国外友好院校交换学

生来校学习，同时推动校内学生对外交流学习，提高学校国际化水平。

根据《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要求，建立来华留学激励机制，出台来华

留学工作激励办法及院系留学生工作考核办法等。

（三）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后勤保障，积极改善留学生办学条件

全面优化留学生办学条件。按照《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指标要求，完

成留学生住宿条件、就餐条件、健身设施、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及中国文体体验室等条件改善

和提升，用良好的后勤保障和服务来吸引留学生。

建设与留学生培养和规模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教学和后勤保障设施，将国际化理念融入

教室、宿舍、实验室和办公服务场所等。建立留学生公寓、教室、西餐厅，提高学校留学生办

学、生活条件，吸引留学生来校求学；在条件保障充足情况下，助推留学生管理趋同化。

（四）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为提升办学水平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来华留学的快速发展是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国软实力增强的必然体现，这就要

求各高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把留学生工作纳入重点规划，并划拨专门经费重点建设。

加大奖学金投入力度，吸引更多国家优秀留学生来校学习，改善留学生的学缘结构。在

积极争取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人数稳定增加的同时，多方筹措，积极申请地方政府、学校、企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设立各类留学生奖学金，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

多元、形式多样的奖学金体系；同时，完善奖学金评价体系，为吸引更多更优秀外国留学生来

校学习、进修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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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扩大研究生和交换生规模，改善留学生的学历结构。加大英文授课专业范围，并从

政策上、制度上提高专业学院／系导师招收留学生的积极性。引进来，走出去建立更多海外
合作伙伴，积极开展学分互认和学费互免的学生交换、游学活动。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和国外

友好大学（交换生）优质留学生生源基地的作用；全面加强招生宣传力度，确保高水平留学

生规模的稳定增长。

设立招生、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引进、后勤保障等来华留学工作专项基金，实现高水平留学生

交换常态化，为提高优质学历留学生建立长效机制，助推学校国际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

（五）健全管理机构、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效能

强化招生与宣传，设立留学生招生专职机构，设立专项留学生招生宣传经费，全面拓展

留学生招生与宣传渠道。成立一支具有国际管理理念，服务水平一流的专职留学生管理队

伍。加强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按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足额配备，其与学生规模比例不低

于１：１００【２】，参照中国学生辅导员模式，走国际学生辅导员专业化道路。完善留学生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设立留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举办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外学生跨

文化交流活动，有效发挥国际学生联合会作用。

（六）加强品牌和英文授课专业建设，吸引优质生源

创建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品牌。根据留学生市场需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留学生教育品

牌战略或高校联合品牌战略。根据实际，协助条件成熟培养院系，逐步启动优质专业、学科

品牌策划和宣传。

协助各培养院系加强专业课程英文授课项目建设，尤其是学校优势学科的英文授课，解

决联合培养联合办学中留学生汉语不达标和中国学生英语不达标的问题。利用陕西教育大

省的优势，学校联合与国际知名大学开展３＋１、２＋２、１＋１＋１联合培养项目。

四、努力实现来华留学工作的预期目标

１充分利用学校学科专业特点尤其优势专业学科特点，创建属于自己的国际教育品牌
或地方高校联盟教育品牌。

２要集全校之力，构建大海外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留学生管理服务体系。
通过制度建设和激励政策，提高全校办留学生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构建充满活

力、富有成效、更加开放的“大海外教育”机制。

建立一套招生、管理、服务人员齐备、管理理念先进、硬件设施完善、服务水平一流的留

学生管理服务体系。

３准确定位留学生所属学院／部门职责、功能、性质；在政策和制度允许下充分放权，激
发活力和动力。

４理顺学校留学生工作中相关院系、部门间职责不清，功能不明的现状，构建健康良性
的来华留学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１］　魏礼庆来华留学与国家战略：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２］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指标体系．

（作者张晓刚，系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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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趋同管理模式新探

苏州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朱苏静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国教育界就开始对国际学生的“趋同管理”开展讨论。“趋同管
理”大致被认为是对国际学生的教学、培养、学生活动、日常生活等方面趋向与中国学生相

同的管理［１］。

通过对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管理模式的学习和了解，本文将分析目前中国高校国际学生

管理模式的现状并提出一些改进方案。

一、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国际学生管理模式

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ＵＭＡＳＳＢＯＳＴＯＮ）坐落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这个世界大学城
内，在麻省大学５个校区中占据较为重要地位。学校成立于１９６４年，是波士顿地区唯一的
一所公立研究性大学。

学校现有１１个学院１７０００余名在校生，包含１２４８７名本科生和４０００余名研究生。学
校拥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和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教师团队，秉承“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

念提供多元化、国际化教育，立志于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开放、严谨的学术氛围和发展

空间。

在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为了促进教育国际化、跨文化，学校坚持把国家趋势和政策层

面的战略整合到大学的课程、教学、研究、社区参与和服务等各个方面。学校针对学生事务

设置的行政部门有招生录取、教学支持、学生服务、国际项目等办公室。

国际项目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协助处理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签证事务；接
收交换学生和访问学者；为本校学生提供出国留学和交流计划咨询；开展跨国跨学科课程和

学位课程开发的服务。下设的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仅仅是一个为国际学生和学者提供签证服务、移民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咨询的部
门，不负责国际学生招生、教务等其他事宜［２］。

据ＵＭＡＳＳＢＯＳＴＯＮ官方统计，２０１６年国际学生共招收２０００余名，占学生总数１１３％，
来自１５０个国家（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学生，少数是美洲和非洲学生。“国际学生”这个
身份在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特殊性，学校对他们进行完全同质化

的管理，而不是设立专门人员进行单独管理。

国际学生从入学之日起就作为一名普通的注册学生和本土学生一样在一站式服务中心

（ｏｎｅｓｔｏｐｓｅｒｖｉｃｅ）缴费，通过教务支持办公室（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ｆｉｃｅ）选课，参加学生
服务办公室组织的各种学生社团，参与学生自治管理，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向该办公室下设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部门寻求心理咨询和健康服务。
学校所有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公共设施都对国际学生开放，力求使国际学生完全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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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无论是学校网站建设、学生社团活动，还是学生心理咨询、性格素质测试，都体现

了大学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宗旨和理念。

国际学生充分享受学校提供的各种同等服务，遇到具体问题时可以到学校不同机构部

门寻求帮助。学校为学生服务的各个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但不同部门之间的服务项目有可

能重叠但并不会相互影响。

二、国内高校国际学生管理模式

一般对学生培养国际化的目标定位是，通过不断学习完善自身知识、能力、素质，以达到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质量标准。可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惯性思维影响和国内高校体制的

限制，国内高校中对国际学生管理离真正的“趋同”还有很大的差距。

比较美国大学国际学生的管理模式，我们应该认真审视我国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一些不

足和问题，仔细分析、重新思考。在保留国际学生一定身份特殊性的前提下，寻找“求同存

异”的教育思路和管理指导原则。

（一）国际学生管理模式现状

由于国情、文化、语言、体制等综合差异，国内高校对待国际学生总是过分强调他们的特

殊性，总把他们割裂开来对待。所以国际学生的招生、管理、培养、住宿大多都游离在中国学

生之外，也随之产生很多管理上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１管理主体的不同

美国高校对于国际学生的趋同管理比较成熟，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的招生、教务、学生

事务的管理主体都是一样的，国际交流处一般只是协助学生办理签证事宜、接送机服务等。

而目前国内高校经常由国际交流处或者国际教育学院等相关职能部门作为管理主体，负责

留学生招生录取、报到入学、学籍管理、日常管理、毕业就业、校友工作等一系列事务。

只有教学任务在培养学院完成，有些学生规模小的学校甚至连教学都在国际教育学院

进行。编制有限、数量短缺的国际处、国际教育学院管理工作人员往往承担了全校国际学生

的一条龙服务，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工作范畴必将影响其服务水平的优化与提高。

２管理模式的不同

美国高校有强大的招生团队，同时利用可靠的中介机构为其服务，招生对象可分为新

生、转学生、国际学生等。不管是国际学生还是本土学生，由招生部门完成录取后都纳入学

校学生信息系统，由其他部门继续跟进对其进行同质化管理。

但在国内，由于国际学生不是通过国家统一时间统一组织的考试招生录取入学，学生信

息一般不能及时进入学校各个部门的管理系统，导致国际学生管理各个方面都不能与中国

学生完全并轨进行。

国际学生宿舍经常是独立楼宇、独立安排；国际学生学费经常是由管理主体国际交流处

或国际教育学院来收取；学校的体育设施、图书馆文献资源国际学生也常常被限制使用。管

理分工不明确的“保姆型”管理模式不仅为管理人员带来很大压力，也很大程度降低了服务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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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管理理念的不同

在美国，１８岁以上即视为成年人，学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也非常重视和保护
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多元化表现（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隐私。所谓的管理是在学生触犯某方面基本底
线时教师、行政人员才会主动找学生进行沟通或处罚。

而在国内，鉴于国际学生身份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和尽量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高校一

般都给国际学生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管理”的理念远重于“服务”。管理人员面对

国际学生经常说的话是“你不能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二）国际学生趋同管理模式面临的问题

１国际学生录取要求低，不利于实施“趋同管理”

来华留学教育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殊服务产品，为了抢占市场分额，在中国除了少数

顶尖学府对学历留学生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录取标准，且要求申请者必须通过学校统一组织

的入学考试，绝大多数大学对于招收学历留学生的门槛要求都比较低。

高校一般会以高中毕业、高中成绩良好、通过ＨＳＫ４级考试等作为申请中文授课学历教
育课程的基本资格。可是通过ＨＳＫ４级仅仅意味着学生已学习了１５００左右词汇量，只能保
证进行日常简单交际。具备这样语言能力的国际学生进入学历教育阶段后，因为缺少对专

业语言知识储备而完全不能满足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的要求，更谈何“趋同管理”。

２国际学生基础教育比较薄弱，无益于实施“趋同管理”

中国高校的学历教育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校特别是一些知名学校相比，普遍还存在着

一定差距，因此大多数选择在中国学习的国际学生的本国教育相对较为落后，或者本身学习

成绩比较差，特别是数学基础薄弱，学习习惯差［３］。

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的又往往是中国学生的热门专业，比如医学、经济、计算机等，这些

专业课程中专业术语多，对学生基础教育水平要求相对更高，仅仅通过一年时间学习汉语，

且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国际学生很难与高分入学的中国学生“趋同管理”［３］。

３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不适合国际学生“趋同管理”

目前大学遵循的课程体系可大致分为大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通识教育

课等，其中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大类基础课的比重占了总学分７０％以上。
国内高校一般规定国际学生可免修思政课、军事理论课，但需要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诸

如计算机、数学、英语等基础通识课程；尽管有些学校出台规定同意留学生选修其他课程替

代一定比例的非学位课程，但是我国高校现行的缺乏灵活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往往让

国际学生无课可选。

４国际学生教学管理边缘化影响“趋同管理”

中国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计划内招生，在学生报到前学校已经对报到人

数、专业、选课等做了精准的估计和完善的准备。而国际学生招生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

为，学生从申请、报到、专业选择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学校管理理念、体系跟不上等实际

情况，导致国际学生管理难以被纳入全校的教学管理系统中。

多数学院的教务秘书、科研秘书也无暇顾及游离在管理范围边缘的外国学生的选课指

３７



导、考勤记录、成绩查询、实习实践等各个环节。

三、改进国际学生趋同管理模式的对策

改进管理模式的目标是打破壁垒，尽量使不同变为相同或相似，提高教学管理效率，促

进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借鉴麻省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培养方式并参考中国教育理念，

要实现“趋同管理”原则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制度，由原来的行政部门直接管理转变

成行政部门为主导，学院为主体，促进学生自我管理的模式。

（一）转变理念，整合资源

国内高校应转变理念，要把来华留学工作看做是学校发展教育国际化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际学生应融入在校学生管理机制，其招生、学籍、培养、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应陆续纳

入中国学生体系中，使其管理系统化、规范化。学校各部门应整合资源、相互协作、相互配

合，形成以校长领导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培养学院紧密协作的协同工作体系。

提高服务意识，变“管理”为“服务”，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把国际学生看做是

服务主体而不是管理对象。从他们实际需要出发，尊重、理解他们的文化习惯、思维方法、兴

趣爱好，化被动为主动，提升服务质量。真正做到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增强国际学生对学

校的整体满意度。

（二）建全管理系统，完善管理制度

改进趋同管理模式，就是要参考国外国际学生管理模式，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学

生管理机制。学校应充分利用学生信息网络及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管理学生从入学到

毕业的全部信息，并把国际学生招生、管理、住宿信息与全校各个信息管理系统并轨。

同时，完善学校各项学生管理制度，把国际学生在校期间的各个环节考虑进去，制定同

样适用于国际学生的制度与规定。为了避免外事部门与分管学院教务管理的脱节，应在学

校教务处、研究生院设立专门的国际学生教务管理部门，形成外事部门－－分管学院—教务
管理部门三位一体分级负责的国际学生管理制度。

（三）改善教学管理，创新教学模式

１规范入学条件，开展预科教育

美国高校为了吸引申请者并提高报到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组织各种活动宣传学校，

但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核要求一点都不放松。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对于来自英语非母语国家

的国际学生的入学申请，要求提交绩点３０以上，雅思６０或托福７９－８０以上的成绩。
如果是美国高中毕业或申请管理、护理、计算机等特定专业的国际学生，必须提交ＳＡＴ／

ＡＣＴ成绩。达不到语言要求的国际学生可以边修读ＥＳＬ课程边学习一部分通识课程，为今
后的学位课程做准备；也可以修读ＥＳＬ课程完全达到语言要求后再进入专业课程学习。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虽然暂时不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对申请者高标准严要求，但至少

应该有重点地深入了解主要生源国的基本教育情况和课程考核体系，谨慎评估学生毕业成

绩和学历证书，统一语言能力要求，把好学历留学生的入门关。

学校应提供适应国际学生需求的预科及衔接后续学历教育的课程，在加强学生听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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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技能锻炼的同时，加入专业语言知识的教学，为更高层次的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２优化课程设置，加强教学实践

尝试打造一批适合中外学生的国际化课程，通过对课程的重新优化组合，适当调整专业

方向，使其教育内容接近世界一般大学的同类课程水平；把理论教学和现代化技术手段有机

的结合起来，促使学生更直观的理解教学内容，给学生创造机会进行理论结合实践的活动。

３坚持质量标准，采取适度趋同

国际学生培养过程中，应采取适度趋同原则。对于插入中国学生班级上课的国际学生，

学校应尽量坚持执行普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对国际学生的考勤考核、评分标准、毕

业要求、违纪处理等方面应参照中国学生教学管理制度规定执行；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在宿

舍安排、图书借阅、学生社团等方面也应享受一样的待遇。

但是国际学生在选课过程中应更具有灵活性，应考虑到文化差异、心理特点和语言能力

因素允许其在选修公共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时做出一定调整。还可以借鉴美国高校转换

ＥＳＬ课程学分的方式，鼓励国际学生通过选修汉语课和中国文化课程来转换一定比例的通
识教育课程的学分。

（四）重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作为与国际学生接触最多的任课老师和学生管理人员，需要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和知识

技能的完善，改进管理方法；做到既要尊重国际学生的跨文化差异，与他们多沟通多交流，听

取他们对教学活动的想法，也要本着科学管理的原则，坚持教学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

范化。

学校应结合实际校情，选拔具备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背景并具有良好外语语言能力

的管理者充实到管理一线队伍中。通过完善培训进修和考核晋升机制，培养知识体系全面，

实践技能过硬，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管理人员。学校还应完善机构和队伍建设，明确各个

管理层面的职责，尝试在国际学生管理中引入导师制，对国际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以言传身

教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五）加强心理咨询，促进学生融合

国际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语言生年龄偏小、汉语水平偏低，在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常常会

因为跨文化冲突或交际中压力难以抒发而产生心理适应障碍。需要学校安排专业人士对他

们进行专门的心理咨询和辅导，需要设立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ｄｖｉｓｏｒ或者国际学生辅导员，为他们的
课业、生活等方面进行指导。

学校还需促进中外学生交流，使国际学生在中国学生帮助下尽快融入中国社会，为“趋

同管理”创造条件，也为中国学生营造更加国际化的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１］　高英学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对策的思考［Ｊ］中国高教研究，１９９８（６）：６４－６５．
［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ｍｂ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
［３］　李刚、郑列“适度趋同”模式下留学生高等数学教学改革与实践［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６（３７）：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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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校 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四川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雷虹

一、ＭＢＢＳ项目发展沿革

临床医学专业是我校已开课不多的全英文授课专业之一，２００１年起开始招生，是教育
部首批认可的可招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来华留学生的３０所医学院校之一。开
办留学生本科医学教育１６年来，共招生１２２２人，已毕业１０届共５３０人，多数毕业生已经回
国考取执照开始行医，少数毕业生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部分学生还通过了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师资格考试，获得当地行医资格。

２００８年起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留学生师资队伍中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７０％，多数教
师有在英语国家留学经历。优秀的教学质量和川大华西品牌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学生来

源由最初的尼泊尔、印度等少数南亚国家扩展到新加坡、喀麦隆、厄瓜多尔、印尼、伊拉克、马

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美国、加拿大、韩国、德国、摩洛哥等２０余个国家。
我院现有在校医学本科留学生５６９人，是四川大学学历教育留学生最多的学院，占四川

大学学历教育留学生总数的７０％以上，因此，如何教育管理好这个常年在校人数六百人左
右的专业，显得尤为重要。

二、具体教育管理措施

（一）ＭＢＢＳ项目管理人员设置

留学生办公室设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ＭＢＢＳ的招生、日常管理及与基础法学院、临床
医学院之间的协调。并且每个年级选两到三名优秀学生志愿者为班长，协助留学生的日常

管理及促进留学生和办公室的沟通。定期组织班会，了解留学生上课情况，出勤率以及留学

生们对老师及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二）新生入学教育

每年九月，新生到校后，为使留学生尽快熟悉校园生活、了解川大历史及来华相关法规

制度，留办主任及两位ＭＢＢＳ项目主管会组织新生说明会，向留学生介绍学校历史、ＭＢＢＳ
发展沿革，宣讲学校管理规定、学籍管理等内容。并请成都市出入境管理处警官为留学生宣

讲出入境管理法。

根据管理经验，东南亚主要生源地留学生常犯的法规校规及出现的常见问题如下：

１法规方面

（１）不了解中国法律法规，自由散漫，少数有偷盗、诈骗等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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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我管理能力差，不配合留学生办公工作，故意拖欠学费及签证超期等；
（３）对留学生打工的相关法规不了解或轻视，不按出入境管理处及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打工申请、超时打工、到酒吧等不良场所打黑工等；

（４）酗酒甚至吸食违禁品。

２纪律方面

迟到、旷课、不遵守课堂纪律、作弊等。

３文化冲突

由于留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间存在文化差异，且初次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彼此之间或是与当地人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抵触情绪。

４生活方面

（１）交通：违章骑摩托车、超载、超速等；
（２）寝室：不讲卫生、违章使用电器、半夜喧哗、豢养宠物等。
通过新生入学教育，让留学生们详尽地了解中国对留学生的相关法规及学校管理规章

制度，有助其尽快适应新环境，顺利开展学业。

（三）留学生管理依据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医学留学人才，做好、做实、做透 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的各项教育管理
工作，各归口管理部门经过十几年的探索，逐步形成并完善了诸如学籍、考试、宿舍等一整套

留学生管理制度，并修订《四川大学留学生手册》、《学籍管理规定》等，制作成英文版本，配

发留学生人手一册，使留学生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为严格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管理、严肃校风校纪，根据留学生平时的表现、考勤情况及期
末成绩，参照《四川大学留学生手册》和《学籍管理规定》相应条款，留学生办公室每学期期

末对该学期违规违纪的留学生进行处分。处分种类逐级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

看和开除等处分。

１留学生日常管理———以留学生考勤为例

参照《四川大学留学生手册》纪律处分暂行条例第二章第十三条：医学期内无故旷课达

以下学时者，或不假离校达以下天数者：

（１）累计旷课达１０－１９学时或不假离校３－４天者，给予警告处分；
（２）累计旷课达２０－２９学时或不假离校５－６天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３）累计旷课达３０－３９学时或不假离校７－８天者，给予记过处分；
（４）累计旷课达４０－４９学时或不假离校９－１０天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５）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末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作退学处理。

２留学生教学管理———以学业预警为例

（１）第一学年累计４门及４门以上课程考试不合格（不包含汉语、体育），不予补考，自
动退学；

（２）学习期间累计学业预警两次及以上或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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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且连续两

次及以上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予以自动退学处理；

（３）进入第二第三阶段学习要求：临床医学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课
程学习阶段（１－５学期），第二阶段为临床课程学习阶段（６－１０学期），第三阶段为临床实
习阶段（１１－１２学期）；

（４）在进入第二阶段学习前，第一阶段的必修课程（细胞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学、
生物化学１、生物化学２、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药理学及机能实验学）
如有两门未过则不能进入第二阶段学习，学生自动降级；

（５）在进入第二阶段学习前，解剖学－１或解剖学－２任意一科考试未合格则不能进入
第二阶段学习，学生自动降级；

（６）在进入第三阶段学习前，第一阶段即基础课程学习阶段的必修课必须全部通过考
试，如有未合格者，学生自动降级；

（７）在进入第三阶段学习前，第二阶段临床课程学习的专业核心课程（内、外、妇、儿、神
经、精神、诊断）如有两门未过则不能进入第三阶段学习，学生自动降级；

（８）在进入第三阶段学习前，学生需要通过ＨＳＫ４级考试，否则不能进入第三阶段学习，
学生自动降级；

（９）此类降级只有两次机会，之后直接予以退学。降级的学生需要按照所降入年级的
学业要求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和考试。

（四）住宿管理

我校规定ＭＢＢＳ学生第一年必须入住学校留学生宿舍，之后可以自由选择，想外出租房

居住的同学必须到留学生公寓前台提出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登记租房合同复印件及联系方

式，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

入住学校留学生公寓的留学生由留管干部和后勤部门共同管理，对房间卫生、消防状况

会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不合格情况会当场指出，并责令学生限期整改，之后接受公

寓管理办公室复查。

公寓每个出入口对进出留学生公寓的外来人员、车辆及晚归的住宿留学生进行登记，以

保证留学生公寓秩序和安全。

根据《四川大学留学生手册》和《学籍管理规定》，我校２０１６学年，六个年级一共开除留

学生７人，降级２５人，严重警告２６人，警告３９人。通过严谨的学校管理制度，有效端正学

生学习态度及行为习惯。

（五）信息管理

为了精准掌握留学生详尽信息，包括个人基础信息、学习状态、奖惩情况和签证信息等，

我校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聘请专业团队开发来华留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方便查

询在校学生情况，还可以接受学生网上申请，做到材料审核、录取、录入一条龙服务。

留管干部长期和学院、学生保持紧密联系，一旦学生状态或信息发生变更，则及时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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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更新，以保证学校随时掌握留学生最新数据和信息。

（六）保险管理

我校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从到校注册起，学校就会为其购买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费为每

年每人六百元，涵盖在学生每年学费中，不再另外收取费用。一旦学生发生意外或是生病住

院，辅导员会帮助学生联系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办理理赔手续，保障学生利益。

（七）奖励机制

我校每学年对表现优秀的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根据情况给予奖励。

１每年设三等学校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根据学生学习、出勤率、日常表现等情况综合考量，主要奖励各年级成绩优异、表现优秀

者。每年约评选８０人左右，约占学生总人数１５％，分布如下：

等级 奖金金额（ＲＭＢ） 所占奖学金人数比例

一等 ５０００ ２０％

二等 ４０００ ３０％

三等 ３０００ ５０％

２成都市政府提供的友城奖学金

如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符合出生于成都市友好城市，或是在友好城市进行过系统学习等

条件，每人每学年可获得２００００元奖学金。如果该生在校各方面表现优秀，可持续领取三学

年共计６００００元奖学金；如该生获得奖学金后在校表现不佳，甚至有违反校规情况，学校则

会将情况上报市外办和市教育厅，终止该生友城奖。我校目前在校 ＭＢＢＳ留学生有超过二

十人获得该奖学金。

（八）学生活动

留学生办公室大力支持开展各项学生活动并组织文化考察，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拓宽学

生视野。

１校园活动

常规活动有每年十月定期举办的盛大新生开学典礼，由学生自己组织表演活动，增加留

学生之间的交流；每年五月举办留学生运动会、七月隆重举办留学生毕业典礼、国际课程周

及华西之夜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２文化考察

每学期我校分批次组织ＭＢＢＳ学生参观省内博物馆或文化遗址。如组织领留学生参观

映秀地震遗址，深受学生好评，留学生们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精神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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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动。

（九）毕业生管理

１海外认证

留学生办公室长期与斯里兰卡、泰国医学会保持联系，并积极提供材料，争取获得医学

会对我校ＭＢＢＳ项目的认证。

２提供再深造指导

留学生办公室对即将毕业或是已经毕业的留学生提供继续深造指导，包括提供当届我

校各种奖学金信息和申请条件，辅导留学生准备申请材料，并向相关奖学金专业推荐优秀毕

业生。

３提供就业信息

留学生办公室积极为留学生收集对口工作信息，拓宽其就业途径。例如２０１７年４月

初，一家名为“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事部经理通过我校官网信息联系到留

办，有意在我校ＭＢＢＳ毕业生中招聘该公司驻外销售代表。

留干部在审核该公司资质和资料后报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得到认可后，与该公司进一步

联系，根据情况建议留学生制作比较详尽的双语ＰＰＴ及公司ＤＭ单，组织应届毕业生及高年

级留学生与该公司人事代表见面，了解该公司情况，取得宣传资料，拓宽了留学生的就业机

会和途径。

４毕业生管理

我校经常安排留管干部到生源地考察，收集信息，做招生宣传，并长期与当地医学会保

持联系。如２０１２年６月，留办主任等二人赴印度、尼泊尔做调研和招生宣传，并亲自拜访尼

泊尔医学会，与医学会主要负责人座谈，了解毕业生情况，双方就今后医学留学生来华学习

做出了详细规划。

２０１３年４月，我校主管国际交流的副校长率代表团赴印度、尼泊尔访问，极大促进了我

校与生源地的交流。

我校还计划逐步在生源地国家建立四川大学 ＭＢＢＳ学生会，以便更好地保持和毕业生

的联络，加强对毕业生的管理。

２００１年创办ＭＢＢＳ项目以来，经过１６年的发展，ＭＢＢＳ已成为我校英文授课专业中发

展完善、生源充足、质量保证的亮点。如何做好对ＭＢＢＳ项目留学生的教育管理这一复杂的

系统工程，是保证ＭＢＢＳ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我校总结多年教育管理经验，不断探索新的有效管理途径和方法，不断完善管理体系，

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留学生综合素质，推进我校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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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部某大学孔子学院形态描写

华南理工大学　何继军　付洁萍

孔子学院在各国的设立为当地人民学习汉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对我国汉语国际传播

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据中国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 （以下简称国家汉办）官

方网站显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全球１４０个国家（地区）建立了５１１所孔子学院和１０３７个
孔子课堂。

我们于２０１６年８年１８日开始在美国西北部某大学孔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者工
作，利用在孔子学院工作的机会进行田野调查，翔实地记录孔子学院的运营、教学和文化传

播的特点及不足，以期管中窥豹。调查结果反映了国外孔子学院的运作情况，为其他孔子学

院教学和文化开展提供案例支持，也为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调查方法及过程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民族志大抵有３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指的是研究者对某一
社区或族群的文化所作的描述或解释的文本（ｔｅｘｔ）；第二个层面指的是运用参与观察或访
谈展开具体研究过程，一般称为田野工作（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传统人类学者指导
自身研究的思想体系、研究程式和操作策略的总和，有时被称作＂民族志学＂，是一种方法论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⑥。本研究的民族志方法主要应用的是前两层含义，即通过＂民族志＂的田野
工作收集资料，然后呈现描述性的文本，进而再进行分析。

“形态”即形式或状态。指事物存在的样貌，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形态”是可

以把握的，是可以感知的，或者，是可以理解的。⑦ 描写是把描写对象的状貌、情态以形象

的、具体的形式描绘出来，使读者得到具体的、明确的认识和感受，如见其人，如闻其身，如临

其境，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主要表达手法之一。

本文所用的形态描写是将文学中描写的手法运用到孔子学院的研究中，即对孔子学院

的具体行为与活动方式的直接观察，继而深入到行为活动的背后，了解那些起支配作用的

思想观念和情绪。通过分析、比较、综合、归纳其中的规律和特点，并发现其中问题。

形态描写运用较广的调查方法是参与观察，要求调查者深入实地和现场，全身心地投

入到所调查研究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中，长期或定期地住下来，和当地人共同生活，参

加他们的各种活动，考察他们的种种行为和方式，在感情上融成一片。

笔者之一作为美国西北部某大学孔子学院的志愿者，在孔子学院生活工作一年，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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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同时与当地社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频繁的沟通和交流，运用

参与观察，对孔子学院的运营、教学和文化传播等形态状况进行深度描写，同时结合深度访

谈的方式，了解并描述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和当地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想法，深

入到行为活动的背后，了解其中的原因，并发现问题。

二、研究对象

（一）基本情况

美国西北部某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８月正式运营，由国家汉办选定
国内南方９８５高校与美国西北部某大学合办孔子学院，是美国该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该
大学是全美仅有的７２所赠地（７２ｌａｎｄ－ｇｒａｎｔ）研究性大学之一，被美国普林斯顿评论媒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Ｒｅｖｉｅｗ）誉为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

该大学位于莫斯科（Ｍｏｓｃｏｗ）市。该大学孔子学院不仅在莫斯科中小学开始了汉语教
学点，还延伸到博伊西和科达伦地区。学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博伊西以及科达伦地区。孔子

学院共有１３位工作人员，其中有 １位美方院长，１位中方院长，１位美方行政助理，２位汉语
老师，１位武术老师及３位汉语志愿者。孔子学院除了汉语教学外，还和当地组织一起开展
中国艺术文化活动。

（二）观察内容

１汉语教学

美国该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有２位汉语老师和１位武术老师任教。每学期根据学生
汉语水平提供初、中、高三个级别的汉语学分课。每周二和周四晚有成人社区课，每周一和

周三有汉语角。

孔子学院在Ｍｏｓｃｏｗ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ＭｏｓｃｏｗＣｈａｒ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和ＰａｌｏｕｓｅＰｒａｉｒｉｅＳｃｈｏｏｌ设有汉
语教学点，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１２年级。在博伊西地区开设了社区课、中小学汉语课堂和
汉语角。社区课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班，集中在周一到周三傍晚上课。ＧａｔｅｗａｙＥｌｅｍｅｎ
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开设了汉语课，教授三、四、五年级汉语。每周日上午１０点有学生和家长参加的
汉语角活动，由于学生程度不一，由三位老师和志愿者分组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对话和

教学。

孔子学院还在科达伦地区的ＰｏｓｔＦａｌｌｓ和ＬａｋｅＣｉｔｙ高中开设初级和中级汉语教学。此
外，孔子学院每年暑期进行为期４周的夏令营，招生对象以本地区７－１２岁的中小学生为
主，授课内容涵盖语言和文化。

第一二批夏令营时长为一周，第三批时长两周。例如，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１２日—７月 １２日，
孔子学院举办了为期四周的夏令营。上过一学期汉语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可申请为期两周

的中国夏令营活动，由孔子学院教师带领２０－２２个美国学生到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活动
时间为６月１２—２６日，旅游体验城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２０１７年新增加了昆明作为文
化体验城市。体验内容包括汉语学习、名胜古迹参观，当地美食品尝，还有中国高中校园生

活观摩以及与中国高中生互动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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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武术教学

孔子学院每周一、三、五有太极剑和武术课，周二和周四有太极拳课，授课时间以早上为

主。除了大学有太极拳课，在中小学汉语课堂我们也会邀请太极拳老师定期来教太极拳，增

添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２０１７年春季孔子学院在博伊西提供武术课程，主要有每周一的幼儿武术、每周三的初
级太极以及周一和周三的太极扇，每周二的高级太极、太极剑和少年太极课，授课时间集中

在傍晚。太极武术课中以大学生及成人学习为主。

３活动宣传

孔子学院开设了官方网站，网站宣传板块按不同地区进行排版。包括讲座、活动、交换

和奖学金项目、汉语考试、孔子学院图书馆和夏令营等，并定期更新孔子学院的各项活动。

孔子学院办公室外会摆放近期各类活动的通知和宣传海报，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信息公

告栏张贴孔子学院新近活动宣传。此外，各个志愿者也都会在所任教的中小学汉语课堂宣

传近期活动，鼓励学生参加。

莫斯科和首府博伊西都有农贸市场。孔子学院借此活动每周六在农贸市场设立摊位展

示孔子学院近期活动传单以及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和字帖。孔子学院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太极

表演，吸引往来的路人。

４会议讲座

孔子学院每月定期在Ｃｏｍｍｏｎｓ举办ＣｈｉｎａｏｎｔｈｅＰａｌｏｕｓｅ讲座，邀请该大学各院系教授
或者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演讲探讨中国主题讲座，内容涉及中美经济、文化、地理、艺术、科

技等多方面话题，为该大学学生和社区提供了解中国的机会。

博伊西每两月在 ＢｏｉｓｅＷａｔｅｒｓＣｅｎｔｅｒ定期举办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Ｖａｌｌｅｙ系列讲座。
定期邀请该大学和博伊西州立大学以及中国访问学者做演讲，讲座时间是晚上６：３０－７：
３０。讲座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商业、文化等方面。

５文化活动

孔子学院每年都会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包括常规活动和临时活动。常规活动主要有三

个：迎新春活动、中国电影之夜、中国美食俱乐部；临时活动包括 Ｓｐｏｋａｎｅ灯笼节、全球孔子
学院日、少林武术巡演、接待苏州大学东吴艺术团巡回演出、接待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赴

美演出等。

此外，孔子学院还会参与该大学和当地的大型活动，并借此机会参与宣传和表演。如该

大学一年一度的世界文化活动 Ｃｒｕｉｓ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科达伦７月４日国庆日的巡游表演等。具
体分述如下。

（１）鸡年春节庆祝活动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孔子学院在科达伦举办少林武术表演。该项目是由国家汉办、该大
学孔子学院和该大学艺术社科学院共同举办，当天晚上参与观看表演的人数多达５７６人。１
月２０日晚七点少林武术演出团继续在博伊西表演，当晚参与观看的观众多达６５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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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１日孔子学院和ＬｏｒｉｔａＬｅｕｎｇＤ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ｙ合作举办中国春节舞蹈表演，表演舞
蹈团来自加拿大温哥华，表演的是现当代中国民族舞蹈，如傣族舞、蒙古族舞、藏族舞等。共

有３００多人参与观看演出。舞蹈结束后掌声雷动，全场起立鼓掌持续１分多钟，结束后还有
咨询环节。

１月２８日孔子学院参与了一年一度由该大学 ＩＰＯ国际项目交流处举办的一个大型活
动Ｃｒｕｉｓ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这是一个展示世界各国的美食、手工艺品和文化代表节目的活动。孔子
学院的宣传展示摊位分为展示区、工作区和食物区，展示区包括孔子学院近期各种活动传

单、奖品；工作区写书法字帖；食物展区做煎饺并提供免费茶水。下午孔子学院安排了太极

和舞龙两个节目，这两个节目颇受观众欢迎。

（２）孔子学院中国电影之夜ＣｈｉｎｅｓＭｏｖｉｅＮｉｇｈｔ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莫斯科和博伊西分校区同步免费放映中国新近电影，让美国人

民了解中国的现当代情况。电影是汉语对白，英文字幕。每次来观看的人既有中国学生，也

有外国学生，还有当地民众。每次电影开场都由主持人介绍孔子学院的基本情况以及近年

来的各种活动以及即将放映电影的梗概，每次介绍持续１０分钟。电影结束后还会有分享和
讨论环节。

（３）中国美食俱乐部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ｏｄＣｌｕｂ

每月的第二或第三个周五会举办中国美食俱乐部活动，每人１０美元的入场费。每次活
动提供２５个席位，需提前预定。每次的中国菜肴各不相同，有川菜、粤菜、鲁菜、湘菜、火锅
等，每次活动做其中一类菜，并让食客品尝和了解中国不同菜系的区别。有时也会提供面

食，比如包子、饺子和炒面等等。

每次活动有２０分钟的菜品讲解和饮食词汇教学，之后才开始品尝菜肴。吃完后还有面
食的演示和教学环节，这个环节所有人围在一个大桌周围，由主厨演示如何做面食，并让每

人都参与动手制作，并将每人做好的“作品”拿进厨房进行烹饪，出锅后端出再分享给大家，

也可打包带走。

（４）全球孔子学院日

适逢第３个全球孔子学院日，孔子学院作为４００个孔子学院之一，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日至
２６日，在莫斯科市电影院举办“中国茶和美食主题的电影展”及品茶系列庆祝活动。放映中国
美食在美国发展的纪录片ＳｏｕｌｏｆａＢａｎｑｕｅｔ；放映中国茶艺纪录片ＴｈｅＥｌｉｘｉｒ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中国
茶展示和现场体验活动；放映中国茶纪录片ＡｌｌｉｎＴｈｉｓＴｅａ；放映中国美食纪录片节目等。

本次活动以中国茶文化为中心，通过影视视频介绍及现场展示，向观众们展示了中国茶的

历史、种类及茶的社会与保健功能等内容，让在场观众现场品尝中国茶；同时也介绍了中国菜

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菜的烹饪制作。连续三天的系列活动共接待了超过２００位观众。

三、观察研究分析

通过在该大学的孔子学院平日志愿工作、教学和活动的观察记录，我们发现该孔子学院

的各类汉语教学和文化宣传活动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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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某大学孔子学院的办学特点

１汉语教学采取 “走出去”战略，涵盖年龄段广

该大学孔子学院分为三个区域开展教学与活动，一个是莫斯科地区（孔子学院所在

地），一个是博伊西地区，还有一个科达伦地区。三个地区同时开展汉语教学和相应的文化

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团队效应，扩大了宣传效果，同时汉语教学充分利用晚上、周末和暑假时

间来开展汉语教学工作。

汉语教学项目宣传更多的是主动“出击”，不仅有孔子学院网络活动信息的积极更新，

还外出发放传单招收学员，并根据需要把上课地点放在市中心，而非集中在大学里。所涵盖

的学生年龄段非常广，从幼儿汉语到成人汉语；所提供的教学内容不仅有汉语，还有武术，教

学内容丰富多彩，可选择性强。

２学员学习一般带有融入性和工具性动机

学习动机一直被认为是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加拿大语言学家加德纳和兰伯

特把语言学习动力分为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有融入性动机的学习者喜欢并欣赏所学

的语言以及与所学语言相联系的文化，有工具性动机的学习者则把目标语言看作是一种能

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工具。

来孔子学院上课的美国学生，都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不是为了学分而来，而是为体验

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孔子课堂的学生对汉语学习更多的是工具性动机，他们希望多学习一

门语言，为将来去中国旅游或者交换做准备。而社区课的成人则是融入性动机较强，他们白

天工作，利用晚上时间学习汉语，有些学生还去过中国，对汉语兴趣浓厚，希望学习实用

汉语。

３文化活动主动灵活并善于利用当地资源

该大学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频率适当，几乎每个月都有两场或两场以上的中

国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宣传融入到当地中小学和社区。有些活动是每年例行活动，如中国

电影之夜、中国美食俱乐部、新年文化表演等；有些活动则是机动活动，配合新春的中国武术

表演，以及配合全球孔子学院日文化庆祝活动等。

善于利用该大学的专家和教授资源，定期邀请他们在大学开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讲座，

如中国合唱音乐、中国现当代艺术设计等。这些文化活动更能吸引在美华人华侨以及对中

国感兴趣的留学生们参加。

此外，孔子学院文化活动也善于与当地组织进行合作宣传，如此次春节中国舞蹈表演就

是与舞蹈团联合宣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和表演效果。

４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教学不仅只有语言，还要与文化相结合。

志愿者和老师们在教授语言的同时，每周也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同时，在文化活动中也贯

穿一些语言知识。如摊位的宣传以及美食之夜等活动，可增加一些与活动相关的汉语词汇。

孔子学院在推广语言和文化时，可以很好的把两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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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某大学孔子学院的提升空间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对外工作的内容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

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

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等等。

美国该大学孔子学院于２０１３年成立的，从创立初到现在三年多时间，孔子学院教职员
工就从当初的两名院长一名教师发展到今天的两名院长和十几名汉语教师及志愿者。孔子

学院各个工作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如人员少，资源不足等等，经过３年多的发展，孔子课堂
和文化活动已初具规模，孔子学院办学点也从当年的该大学本部发展到了莫斯科市的大中

小学，并辐射到了州府博伊西市社区和中小学以及邻近的科达伦市和普斯特佛市的中学，并

有望近期在附近的路易斯顿市开设社区及中小学课程，可以说这几年该大学孔子学院做出

了骄人的成绩。尽管该大学孔子学院发展迅速，但还有不少需要完善和改进的空间。

１扩大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活动规模

（１）该大学孔子学院的招生人数不足

大学汉语课通常只有五六个学生。有些甚至只有两三个人，一个汉语教师足以教授所

有学生。对于初中和高中的孔子课堂，汉语作为学生的选修课，相比于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其

他语种，学习汉语的人少得多，一个班不超过二十人，少的只有五六个学生。每次举办活动

参加的人也不多。比如，每月一次的电影之夜来观看的只二十来个观众，每月一次的文化讲

座参与的学生也不超过二十个，学习武术和太极的学生也不多。

为什么美国人不来参加这些活动呢？我们询问过学生和当地人。他们认为：（１）孔子
学院所在地莫斯科地区人口基数少，大概全市仅两万五千人左右，且该地区的人民不太开

放，不善于接纳新事物，学习汉语及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数也相应较少。

（２）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选择接触外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太多

汉语言和文化不是他们学习外语的唯一选择，况且爱达荷大学还未成立汉语系，汉语只

是外语系的一个小语种，大学重视度不够。相反，在高中，传统西方强势语言 ，例如西班牙

语、法语等的教学在美国已根深蒂固，而汉语是新引进的语言，不少学生认为汉字相对难学，

所以与其他语系相比，学习汉语的人并不多。由于在某些中小学汉语是唯一的外语，有的学

校汉语是必修课，所以中小学相对于高中和大学来说，学习汉语的人多一些。

（３）该大学孔子学院的宣传力度不大

美国讲究提前安排，因此提前数周的宣传非常重要，尽管我们有网络和纸质版的宣传，

但还有不少民众不知道举行的活动，甚至也不知道孔子学院。虽然孔子学院设有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主页，并定期推送信息，但粉丝依旧很少，社交媒体运营不足，网络宣传力度不够。

（４）该大学支持力度不够

虽然孔子学院设于该大学，但很多活动只有孔子学院独自宣传，该大学协助孔子学院文

化宣传活动很少。孔子学院孤军奋战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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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文化宣传活动的准备工作还有待提高

例如，电影之夜的电影虽多，但选材不精，一些电影没能很好地体现中国文化。电影题

材的选择没有明确的主线，更多的是根据已有的电影资源进行筛选，大部分电影是中文配

音，英文字幕，英文配音的中国电影资源不足。

２定期组织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培训辅导

孔子学院的师资良莠不齐，虽都经过层层选拔考核、汉办培训等岗前准备，但并非所有

人都能在授课过程中认真负责、得心应手。汉办岗前培训偏向面对美国中小学生的汉语教

学培训，而对于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教学则培训得少。

志愿者和汉语老师往往刚到岗还没来得及适应就要开始上课，教学之外很少组织志愿

者和老师们进行定期培训和教学分享，教学方式多靠自身琢磨，缺乏有效的指导，导致教学

能力提升不够。

３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资源

该大学每年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学习和交换。当地也有一些华人与华侨，

孔子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与他们建立定期联系。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

时，华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

在大型活动（如每年的迎春活动）中发挥华侨华人的专长，为每年的活动带来新鲜血

液。利用当地华人华侨资源，培养当地的汉语老师，吸收他们的子女学习汉语。在博伊西的

华人资源丰富，经常会有华人活动，利用这一优势，加强与华人联系和沟通，为孔子学院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４增强教学与科研的联系

该大学孔子学院还可以与国内的一些大学和相关机构进行教学与科研合作，而非仅限

于合作院校。例如现在很多国内大学教师和学生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或交换学生，孔子学

院可以接纳一些对外汉语、中文、英语、教育和传播等专业的访问学者和交换学生。

一方面，他们可以给孔子学院的各项教学和文化活动增添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可

以在孔子学院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提升孔子学院的科学研究，为孔子学院发展献言献策。此

外，每年总结孔子学院教学和文化的经验，建立资源数据库，以帮助孔子学院的科研工作。

这十年来孔子学院从无到有，到如今的遍地开花，可谓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孔子学院作

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在传播汉语和宣传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迅速发展

背后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如何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如何提高孔子学院海外影响力，如何提高汉语教学和

文化活动的效果，如何保持其可持续发展，还有不少有待改进和改善的地方。

本文仅以美国某大学的孔子学院为研究案例，描述了该孔院初期发展运营状况，总结其

规律特点及问题，为研究提供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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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力推留学生教育
首创国内高校留学生主题原创歌曲

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熊勇

当今时代，一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必定也是一座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发展国际化高等教

育是撬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支点，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必要选择和必由之路。我

们温州大学作为温州市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无论人才、教育、经济、法律、人

文等方面都与温州社会发展有很好的衔接；同时我校具有丰富的海外资源，校友资源遍布全

世界。

校长李校表示：温州大学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顶天、立地”，特别是要“接地气”，与温

州的发展密切相关，与城市经济、建设共同发展；温大还要扬名海外，不断招收海外留学生，

走创新之路，培养知华友华、学有所成的国际人才。

一、我校教育国际化背景

温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据最新侨情调查数据显示，有６８８万温州人在世界１３１个国家
和地区经商创业，其中３８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５７个国家，成立了１３５个温籍侨团。
在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数都超过了１０万。富有冒险精神、兼具果敢创新意识的温州人拥有世
界视野、全球眼光，足迹遍布五洲四海。

温州是创业沃土，创新创业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而且温州有完整的产业链，为学生创业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植于这片创新创业沃土的温州大学，一直善思求新。

我校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文化底蕴深厚，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我校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已有１６年历程，被誉为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四大模式之一，已跻身全国高校创新创业５０
强，创业教育排名第１１位。２０１７年２月，我校获评“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
高校”。

学校以全球视野谋划发展，与全球温州人联动，把满足世界温州人对人才、教育的需求

作为我校重要的办学目标，努力将我校建设成为世界温州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建设成为世

界温州人的精神家园。未来我们将做大做强创业教育，通过各种合作办学模式，把我校的创

业教育沿着“一带一路”推向全世界，建设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创业教育国际名校，为温

州的产能转移寻找新的路径。

“十二五”期间，学校出台《温州大学关于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若干意见》，并于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召开温州大学教育国际化推进大会，由此拉开学校教育国际化推进的帷幕。“十三五”时

期，学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将国际化作为跨越发展的重要引擎，

紧密对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温州城市优势、依托世界温州人力量，以创业

教育、世界温州人研究、留学生教育等抓手推进学校新一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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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校留学生教育现状

我校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始于２００６年，刚开始以语言生和部分友好院校交换生为主。
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有了较快发展，在规模和建制上有了新起色。学校已是中国政府奖学金委托
培养院校，具备招收港澳台侨本科、硕士学生的资格，是国务院侨办首批华文教育基地，是首

批１０所“浙江省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工程”单位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对教育的开放提出了崭新要求，也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

融合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与前１０年来华留学教育实践基础上，２０１６年，我校提出
“留学温大千人计划”，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海外留学生学历生２６０多名，取得了
系统性规模化学历留学生教育的良好开端。

２０１６年留学生开学典礼上，李校长说温州人被世人称为“东方犹太人”，温州人的产业
分布已延伸到“一带一路”国家，我校的创业教育将和世界温州商会联动，遍布全球的温州

人也会支持并鼓励留学生创业，鼓励他们回国开办自己的公司，把温州的产能转移出去。

我校要做世界温州人的大学，主动对接温州人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通过留学生教育和创业教育的结合，真正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温州落地。

李校长说，国际化是我校“十三五”打出的特色牌，借助“世界温州人”资源，发展我校的

留学生教育、境外办学、合作办学等，全面提高我校的国际化水平；今年是我校大力推进国际

化教育的第一年，从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开始，计划５年内招收１５００名留学生，留
学生人数占学校在校生的１０％。
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学校开设机械工程、生物技术、化学、土木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市

场营销、工商管理、创业教育、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法等１２个全
英文授课本科专业和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生物技术、软件工程、创业教育等６个全英
文授课硕士项目，招收和培养来自４２个国家的近６００名留学生，其中学历生近５００名。

三、首创留学生主题原创歌曲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所以开展公共外交特别重要。公共外交的

主要目标是让外国民众了解中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消除隔阂、促进沟通、建立友

谊。留学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群体，很多留学生在归国以后，成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力量

甚至是主要参与力量。

通过留学生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发挥他们“贯通中外”的巨大优势，直接向住在国国民

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高校用心耕耘来华留学工作，有利于培养“知华派”，树立中国

的良好国际形象。

自开始规模化、成建制招收外国留学生以来，我校通过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国际化建设、

升级教室实验室设施、培植全外语或双语授课专业项目、扩大适合英文授课学历生的选修课

种类等举措提高留学生学习满意度。

通过加强硬件设施、校园环境、留学生公寓、后勤服务等的国际化改造等提升留学生生

活满意度。同时，学校还关注留学生全体的人际交友状况、课余活动组织和校园文化氛围，

以增强留学生的融入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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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凭着在学校外事工作和留学生教育岗位先后十二年的工作热情，起草了留学生主

题歌曲歌词，并得到了音乐学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歌词拟定后，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文韬热

心地提出暑假期间为歌曲作曲，并联系业内人士演唱和录音；经多次改进完善，最终于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初完成全部制作。

歌词起草和定稿过程中，得到学校国际化工作的积极倡议者李校校长的指点，确定歌

名为《梦行温大———温州大学留学生之歌》，他还亲自为新歌发布题序。

后经查实，国内其他高校尚无专门的留学生歌曲，《梦行温大———温州大学留学生之

歌》也因此成为国内首创的高校留学生主题原创歌曲。

歌名主标题“梦行温大”呼应当下激荡神州大地、承载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梦想和重托

的热门词汇“中国梦”，寓意帮助留学温大的学生们通过温大学习经历找到实现自己人生梦

想的舞台。

歌曲伊始，以“苍穹”、“旭日”、“世界”、“中国”、“神州”、“温州”由远及近拉镜头式导

入主题，体现了留学生从四面八方不远万里来到温州求学的动态过程。三个“之东”排比，

体现中国处于世界东方，温州处于中国东方的地理特征，以及古老东方文明再次崛起，焕发

新生机，树立新标杆的民族自信。

歌曲采取带有人声引子的主副歌两段式结构，引子较为舒展，主歌活泼，副歌节奏拉宽

与主歌形成对比。整歌曲风清新明快，曲调琅琅上口。

歌词内容既响应了当下倡导“一带一路”、呼吁“世界和平”的时代特征，也包含了“求学

问是，敢为人先”的“温大精神”；既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提振的文化自信，又彰显了贡献中

国智慧“分享东方文明”的大国担当。

歌中先后如数家珍般提及温大校园耳熟能详、温大人引以为豪的区位元素与景观特征，

如“瓯江”、“罗山”、“茶山”、“明心湖”、“溯初亭”、“碧绿”、“青翠”、“好风光”、“学子广

场”、“天鹅”、“茶花”等。听之为歌，阅之如画，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画卷，不禁映入眼帘，令人

浮想联翩。全篇用词简单、句式简短，符合留学生学习字词、形成汉语思维和认识异域风情

的发展规律。

歌词结尾部分“中国倡议”、“东方强音”象征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也

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世界乐章”、“你我同奏”表达了沿线国家积极拥护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与

决心。歌曲最后以开放型终结，寓意着中国引领之下的世界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阔。整

曲一气呵成，令人回味。

留学生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曲，学歌曲也是学中文，和中国学生一起演唱还能交朋友，既

丰富了精神文化活动，又提高了词汇与语感水平，对于留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水平与跨文化

适应能力不无裨益。

“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当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来爱护，把“一带一路”当作自家的路来支持维护，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把身边的中国人

当好朋友好伙伴，“一带一路”也必然将行稳致远，我们的“中国梦”也终能梦想成真。

０９



　　附一：新歌发布题序
《梦行温大———温州大学留学生之歌》发布题序　李校
学习中，交往中，生活中；相中温大，塑造砥柱中流。

知中华，友中华，爱中华；来华留学，书写亮丽华章。

温大梦，中国梦，世界梦；筑梦和平，实现美好梦想。

附二：歌词及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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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理工科留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浅谈

浙江大学　俞豪杰　王立

本文以我们浙江大学留学博士研究生（共１６人，其中７人已获博士学位）为例，浅谈对

理工科留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了解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制订合适的培养方案

目前来我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占多数。我校留学博士研究

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埃及和苏丹。由于培养体系、教学水平和文化风俗等差异，尽管来华

留学的学生大多都是他们本国学生中的佼佼者，但和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实验技能

和论文写作等能力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

在与学生联系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简历和课程学习情况，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对口或者

较接近的、基础较好的学生。入学后，根据研究方向，建议他们选修一些本专业的基础课程，

来巩固专业知识，为开展研究工作做准备。

同时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由易到难的实验工作，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初期，培养实验技

能。这样有针对性地培养半年到一年以后，留学博士研究生基本能较好地熟悉课题，开展研

究工作。

二、老生带新生，尽快融入环境

留学博士研究生初到中国还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学习了一定

的汉语课程，有些也获得了较好的汉语成绩，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比如网上选课、试剂领

用、送样检测等方面面临语言上的困难，我们一般安排国内的研究生老生和他们结对子，帮

助他们熟悉办理各类事项的流程。这样经过一两个月的熟悉过程，留学博士研究生基本能

够独立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了。

三、抓在前头，控制进度

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学制一般是３－５年，但来华读博的留学生一般都是申请

ＣＳＣ的奖学金和各高校自设的奖学金，其资助年限一般是３年，超过３年，如果没有奖学金

来源资助，他们在华的学习生活将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也影响学生情绪的稳定性。

而很多留学博士研究生原来在本国的学习压力较小、工作效率较低、时间规划能力较

弱，所以在开学时，最好帮助他们制订较为详细、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学习和培养计划，将工

作任务按学期和年度分解，明确时间节点，督促他们按时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这样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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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起就不会因为对课题的迷茫而浪费时间。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也可以考察学生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对培养方案和研究计划进

行适当调整，使他们在奖学金资助的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的要求。

四、统一要求，保证质量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也需要完成和中国学生一样的培养计划才能进行答辩，申

请学位，所以一开始就要使他们明白获得学位的标准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之前的学习背景

有所改变，明确获得学位的具体要求。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要求进行对照，合理安排时间，

完成培养方案的要求。

比如我校理工科的博士生培养计划要求至少发表两篇ＳＣＩ收录论文才有资格进行学位

论文送审，而论文的发表需要经历投稿、审稿、修改、录用等环节，一般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

的时间，所以要及时进行归纳总结，形成论文投稿，才能在３年的规定时间内发表２篇或２

篇以上的研究论文。

我校按照这样的方法，一般在毕业前都能有数篇ＳＣＩ收录论文发表，按规定完成论文的

要求，部分留学博士研究生还能发表高水平的 ＳＣＩ收录论文，如我校２０１２级巴基斯坦留学

博士研究生 ＡｋｒａｍＭｕｈａｍｍａｄ在读期间在本领域的顶尖期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年影响因子２７１８４）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１篇（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ｋｒａｍ，ＬｉＷａｎｇ，Ｈａ

ｏｊｉｅＹｕ，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９，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这些实验工作的开展、研究数据的整理、论文的撰写从不同角度对留学博士研究生的能

力进行了综合训练和培养，保证了毕业研究生的业务水平。

五、多方面关注，使其安心学业

留学博士研究生在华，毕竟是在异国他乡，除了学业，还有文化、饮食、气候等各方面的

差异，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导师，最好也能在这些方面给予关注，尊重他们的风俗习

惯，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遇到问题及时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建议，使他们能够安

心地把精力更多地放到学业上来。

经过这几年留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我们在探索中逐渐改进和完善方式和方法，留学博

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使他们在毕业后有较好的职业选择，有的回国在

高校任教，有的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他们回去后向他们国内的学生和朋友介绍推荐我们，使我们有优秀的生源可以选择，形

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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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简介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　陆应飞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是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会刊，创办于１９９０

年，面向全国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教育部国际司、国家留学基

金委及外事、公安等有关部门发行。

本刊始终坚持“服务政府、服务会员”的宗旨，及时传达政府部门的声音，诠释政府部门

有关来华留学教育的方针政策，为接收留学生院校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提供一个

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刊论文内容丰富，涉及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具

有实践应用价值，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本刊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

依据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的作者既有一线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又有各级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

本刊根据“质量第一，择优录用”的原则选用稿件，同时考虑到地域分布、院校分布和学科分

布等方面的合理性。

本刊是宣传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喉舌，是展示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学术研究

的窗口，是探讨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教育的学术园地。

本刊始终面向实践，抓住来华留学教育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等问题，组织研究探讨，解决

实际问题，为一线工作的同志们提供参考、借鉴，对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起到了引领作用。

本刊的论文都是对当时来华留学教育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记录了来华留学教

育的印记，记载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留下了历史文献，形成了历史积淀。

本刊是季刊，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编辑出版。每年都需

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一次。每期１００页，印制２５００册，发送至９００多个单位。

本刊实行会长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主编人选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后上岗。本刊属内部刊物，不登广告，不盈利，免费交流。封面题词《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

为启功大师的墨宝。

本刊是唯一专门研究探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全国性刊物。从２００８年

起，编辑部遴选本刊中质量高、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论文正式出版成系列论文集《来华留学

教育研究》，每年出版一集，有正式书号，公开发行。

总之，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是学会与会员之间联系的纽带，是学会的名片，是会

员们交流和研究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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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来稿得到迅速而有效地处理，特请作者注意如下事项：

１来稿要求主题突出，内容充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语言文字规范，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或实践借鉴价值。

２来稿请提供电子文本
"

Ｗｏｒｄ排版
#

；投稿邮箱：ｃａｆｓａ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电话：０１０－
６２３１９９８６。

３来稿请写出论文摘要、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单位、学位、职称、职务、联系
方式

"

电话、Ｅ—ｍａｉｌ、通讯地址、邮编
#

。

４参考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在相应位置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于右上
角，然后在文后统一著录。

５本刊对作者原稿进行的编辑删改加工，将不另行通知作者。如需要保留修改权的作
者，请来稿时特别注明。

６来稿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剽窃行为。本刊恕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经刊
用，本刊将寄赠样刊。

本刊历届主编、副主编及编委名单

１１９９２年第３期至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主　编：周炳琦
常务副主编：杨建昌

副主编：金晓达

熊彬三

２１９９５年第１期至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主　编：杨建昌
副主编：金晓达

熊彬三

３１９９９年第２期至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主　编：杨建昌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副主编：黄道林（兼）

熊彬三（兼）

编　委：杨建昌
徐寿芬

黄道林

蒋莉华

熊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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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０５年第３期至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主　编：杨建昌
副主编：许　明（兼）

白松来（兼）

编　委：杨建昌
许　明
白松来

熊彬三

５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至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主　编：陆应飞
副主编：许　明（兼）

白松来（兼）

编　委：陆应飞
许　明
白松来

熊彬三

６２００８年第２期至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主　编：陆应飞
副主编：白松来（兼）

编　委：陆应飞
白松来

熊彬三

７２０１０年第１期至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主　编：陆应飞
副主编：白松来（兼）

８２０１６年第４期至今

主　编：陆应飞

本刊论文格式基本要求

一、正文以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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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下的留学生活动

———以我校孔子学院奖学金生

“感知鄂尔多斯社会实践活动”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韩瑞莲

２０１６年７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从教育使命、

合作愿景、合作原则、合作重点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共建的整体意见。教育行动重点是围

绕“一带一路”共建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相通、民心相通）。

来华留学管理工作承担着文化交流层面的任务。留学生活动在帮助留学生加深对中国

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认识，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提升来华留求学的幸福指数和精神追求，实

现幸福留学、成功留学的目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抓手之一。

如何策划与组织不同寻常的留学生活动，实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目标，

成为留学生活动要重点思考的问题。２０１７年我校孔子学院奖学金生“感知鄂尔多斯社会实

践活动”可谓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５日，我校组织了“一带一路”沿线８个国家的４０名孔子学院奖学金

生附内蒙古鄂尔多斯进行了为期六天的文化考察活动。八个国家分别是韩国、巴基斯坦、尼

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和阿富汗。

本次活动是与鄂尔多斯青年创业园合作开展，以感知和体验鄂尔多斯文化，考察鄂尔多

斯社会发展变迁为主题，以安排留学生入住寄宿家庭为特色。活动期间，留学生白天参加考

察活动，晚上都住在各自的寄宿家庭中。

活动过程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是短短几天的时间内，留学生与寄宿家庭建立起了

家人关系，他们与寄宿家庭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亲，整个过程自然而和谐，美好而难

忘，以致所有留学生都认为是寄宿家庭制让这次考察活动与众不同。

他们说：“他们可能会忘记考察活动的内容，但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在鄂尔多斯的

家人们。”、“从踏入热土到踏上归途，在鄂尔多斯这些普通家庭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５天

后，他们认识了鄂尔多斯，了解了鄂尔多斯，爱上了鄂尔多斯，从一个没有概念的城市到离别

之时，这里成了他们在中国的家。”

留学生的肺腑之言正说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任何一种愿景的

实现，一种伟业的开展，都需要参与各方在情感上相敬相亲，在思想上共振共鸣，在心灵上互

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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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识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到达鄂尔多斯的中午，留学生与各自的寄宿家庭举行见面认领会。寄

宿家庭都是活动主办方从当地自愿报名的家庭中招募的，并对每个家庭的情况有一些基本

的了解，以确保寄宿家庭的安全。

见面认领会之前，活动主办方专门为寄宿家庭召开会议，说明活动的意义，强调寄宿家

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抽签的方式为留学生安排了寄宿家庭。抽到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如全

素食主义者，有饮食禁忌的穆斯林学生等，主办方会对具体情况对寄宿家庭进行特殊说明。

见面认领会之前，从留学生看我的眼神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安。初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

市，尽管他们已都是成年人，也清楚这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可一到达就要被陌生人领走的感

觉，还是会让他们有些许的紧张。

记得一位马来西亚的女生跟我说“老师，你真的打算就这样把我们送出去，我好害怕”。

活动主办方的一位老师听到这话之后，安慰她说：“没事的，拥抱创造可能”。

见面认领留学生时，每个寄宿家庭都会按照鄂尔多斯的礼仪，给留学生献上哈达，以示

欢迎，并彼此拥抱。寄宿家庭脸上洋溢的热情而有爱的微笑，仿佛很快就使留学生得了安

慰，他们高高兴兴地与各自的寄宿家庭回家了。

二、相知

７月１日下午，“感知鄂尔多斯寄宿家庭微信群”热闹无比，留学生们纷纷晒出各自与寄

宿家庭一起聚餐、做饭、参观游玩等各式各样的照片，他们开始了与各自家庭的相知。

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参加主办方为我们举办的欢迎晚会时，他们已经与寄宿家庭的孩子

们打成一片，听着孩子们亲切地喊他们“哥哥，姐姐”，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他们一起游戏，

玩耍打闹，笑声不断，他们纷纷对我说“老师，我们很好”。在悠扬的蒙古族长调背景音乐

中，一种走进彼此心里的感觉油然而生。

三、相亲

７月２日早上，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了。当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将他们送到

我们指定的集合地点时，他们牵着他们家中小朋友的手，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老师，我

们可以带他们一起活动吗？”。由于我们的大巴车座位有限，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

们的家庭就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我们。

在参观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时，我注意到一位妈妈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的大儿子

患有脑瘫，坐在轮椅上，二儿子只有一岁多，刚会走，她就用一根绳子拴着带着走，一旦在认

为有危险的情形下，她会迅速地将他拽回来。同时，她还在尽力跟上讲解员，想听到讲解的

内容，手里还拿着手机在拍照。

当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个妈妈愿意来作寄宿家庭，接待我们的留学生时，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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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寄宿在这个家庭的留学生一直在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上上下下下，不时地与他交流，

把照顾这个孩子看的高过自己的参观，我真实地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在此流动与传递，我心里

的问题不问自明。

有一天，我们在牧区考察，晚上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孟加拉国的学生问我：“老师，我们

啥时候能回去？家里的妹妹想我了”，“想我了”仿佛有些矫情，但却真实到了不可思议。他

们再见面时，妹妹扑向姐姐，给了姐姐大大的拥抱和ｋｉｓｓ，竟让在一旁的我，感动到掉眼泪。

在主办方提议让我们各国的留学生为自己的家人准备本国的菜肴，与家人一同分享时，

他们每个人都积极的参与，从食材采购到烹饪，他们都在尽心尽力尽意地做，所有在一旁观

看他们做饭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所做的饭菜里包含着对自己家人的爱。

八个国家八道大菜，每个国家的菜一上桌，几秒钟之内，分餐完毕，听到的是人们的赞美

声“好吃，真好吃”。记得最后一道大菜是尼泊尔学生做的，由于赶时间参加下一个活动，忙

碌到最后的大厨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吃饭，就听到家人们在说“我们孩子还没吃呢，要给他们

打包带着”。那一天，参加聚餐的人有七八十人，在热闹的场面中，感受到的不是混乱无序，

而是爱。

惜别晚会上，留学生与自己的家人们坐在一起，依依话别，共同在众人面前分享他们从

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亲的过程与感受。从他们一段段满含感情的述说中，听到留学生说

的最多的是“他们在这里感受并得到了爱，他们与家人彼此相爱；鄂尔多斯是个好地方，他

们爱鄂尔多斯；他们邀请鄂尔多斯的家人们到自己的国家去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听到

家人们说的最多的是“这里是你们在中国的家，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

四、结语

有温度的故事背后是对活动的总结与反思。活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反响与好评，

是因为他真实地涉及了人与人的交流，“民心相通”使得彼此心灵触摸，民心交融。“感知鄂

尔多斯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民心相通”的好故事。

鄂尔多斯寄宿家庭的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道出了“民心相通”的核心意

义。他说：“活动的意义非凡，搭建了一条世界通向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通向世界的双向桥

梁，鄂尔多斯淳朴的草原人情，通过他们传向世界，他们也为鄂尔多斯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

世界文化的窗口”。

“民心相通”正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目标、理念、情感和文明方面

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当自身不同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目标，相近的理念，深厚的

情感和包容文明，“民心相通”就可以实现。

鄂尔多斯寄宿家庭的家人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们展现出了足够的开放

包容，拥抱世界的诚意和能力，让他们感受到尊重感和获得感。相信借着“民心相通”的工

程，鄂尔多斯会被世界更多地知道，世界也会为鄂尔多斯带来新的活力和无限的可能。

留学生活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下，应该向着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的方

向发展，真正促进并实现新时期来华留学的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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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科大，感知中华
———西南科技大学留学生“感知中国”活动纪实

西南科技大学　张贯之　刘遥

我校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语言、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各不相同，要培养其成

为＂知华、友华、爱华＂的人，仅仅坐在教室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为此，我们举行了“留学
科大，感知中华”系列活动，带领留学生走进博物馆，感知蜀地古文明；走进中小学，领略绵

州人引以为傲的教育风采；走进茶园，零距离接触中国茶文化；走进美食课堂，品味舌尖上的

中国。

通过丰富多彩的“感知中国”文化社会体验活动，让他们零距离接触到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文魅力，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体会到中国人民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对世

界文明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１参观三星堆，初探蜀文化

博物馆是了解和学习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场所。西南科技大学的留学生们很多

都是第一次踏出国门，来到中国这片古老而有陌生的土地。为了使留学生更好地了解继而

亲近四川巴蜀文化，我校留办组织留学生参观了位于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此次参观三星

堆的留学生有六十多名，来自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土库曼斯坦、

老挝、科特迪瓦、加纳等十几个国家。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

城西鸭子河畔，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

此次参观活动使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对中国历史文明，对巴蜀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和认识。同学们参观了展馆内的极具各种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的玉石器、陶器、金

器、青铜器、象牙等文物。

在各种精美的文物中，最让同学们感到震撼的莫过于那些造型各异的青铜器物。有高

２６２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１３８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３９６的青铜神树，它是灿烂辉煌
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见证，留学生们对所见所闻赞叹不已。

２牵手绵州，情系教育，留学生走进中小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由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西南科技大学主办，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和高新
区火炬实验小学承办的绵阳市首届“牵手绵州 情系教育”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活动在实验中

学拉开帷幕。我校来自八个国家的四十五名留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我校２０１６秋季学期杰出留学生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爱达娜同学代表
全体留学生向主办方和两校师生表示感谢，并宣誓将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最饱满的热情参与

到交流活动中去。她流利的汉语和真挚的情感赢得了几百名师生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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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一行在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小志愿者陪同下参观了特色课堂，和同学们一起

做手工艺、品茶艺、学刺绣、写毛笔字，来自西班牙的大年还和孩子们进行了机器人踢球友

谊赛。

留学生们还和火炬小学的学生们一起跳起了羌族舞蹈，和孩子们一起体验中国传统刺

绣、剪纸、草编、琵琶弹奏和太极。在文化展示环节，火炬小学的师生为远方的客人呈现了传

统的诗经诵读、川剧变脸、旗袍舞。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雅娜的独舞、巴基斯坦的法瑞德的民歌和留学生热情奔放的群舞

也让观众们连连喝彩。热情洋溢的小学生和童心未泯的留学生让３月的绵阳如沐春风。

３采茶、制茶、品茶，留学生零距离接触中国茶文化

２０１６年４月，我校来自阿根廷、西班牙、伊朗、美国、新西兰、智利等８个国家的９名留
学生受邀前往平武县豆叩镇参加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天源茶叶有限公司“教学科研实习

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并深入茶园、茶厂体验中国茶文化。

豆叩从唐宋时期就是御用茶叶产地，素有“贡茶之乡”的美誉。当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８０％以上，海拔高度从几百米到五千米不等，植被丰富，土壤纯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
了千年传承的制茶艺术和文化。

留学生参观了天源茶厂的生产线，并到茶园亲手采茶，然后用传统古法杀青、揉捻、炒干

自己亲手采回的茶叶，还品尝了天源茶厂今年的新茶，现代和传统制茶工艺相互对比让大家

对中国的茶文化赞叹不已。这次文化体验活动让中外师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化中具有重

要地位的茶文化。

４从品味舌尖上的中国到世界美食大荟萃

对于远离家乡来到异国的留学生们，回味母亲亲手做的饭菜，就会泛起浓浓的乡愁。我

校留办为留学生们安排了“中华饮食文化”的选修课程，留学生们在美食课堂跟老师一起认

识中国传统食材，磨豆浆、做豆花、包饺子、压面条、滚汤圆，听老师讲授食物背后的故事，一

堂课就是一次美食和文化的盛宴。教学内容充分尊重穆斯林传统饮食习惯，让每个参与的

学生都能动手、动口，继而动心。

留学生们打开手机播放器，一边制作和品尝美食，一边欣赏自己家乡的歌曲，美食冲淡

了乡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我校的年度美食节中，留学生更是支起摊位，现场制作和介绍自己家乡的美食，异域

食品和留学生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也感染了中国的师生，美食节上的“国际范儿”，成

了一年一度美食节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外国留学生的大量涌入，改变着中国大学的文化生态。各种“感知中国”的文化活动，

不仅使留学生亲近中国，更使中国师生亲近世界。

校园的国际化让“天下事”成为身边事，文化多元共处让世界的距离不再遥远，让大学

培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熟悉和尊重他国文化、通晓世界规则、有国际化视野、国

际化意识、国际化交流能力并且主动承担构建和谐世界使命的世界公民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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