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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专题研究】

“ 一带一路 ”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改革与发展模式构想
张亚蓉
（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语言先行”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及环节，是扫清“一带一

路”建设中语言障碍的重要助力。 加强“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国际教育，可以为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预定目标打开语言通道，但目前国内该专业的培养模式针对“一带
一路”国家的“区域化”特点不突出，未能体现出这些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 本
文从“一带一路”起点陕西省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出发 ，探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模
式所呈现的优势及不足，建议从内向型自主发展向外延式联合培养模式转型 ，推进“教育
现代化”；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政策优势； 发挥各高校自
身的专业优势，以期培养大量能娴熟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的从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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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秋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大倡
议。“一带一路”倡议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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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的发展与奋进，“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但由于各国市场准入、行业规则、
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尤其是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这都变成了建设“一带一路 ”的阻碍因素。“由于语言
［1］
障碍，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个别国家的经济利益已经遭到损失。” 因此，“语言先行 ”是“一带

一路”能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及环节。 解决语言障碍的途径可以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本国培
养适量能够熟练应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翻译人才，另一方面要培养大量能娴熟使用汉语的国
外汉语从业者，推动汉语及汉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提升汉语的影响力和通用性。 因此，加强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教学，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预定目标打开语言通道。 我国在汉语语言教
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起步以及孔子学院稳步发展就是最为有效的实践成
1985 年全国仅有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
果。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 ，起步于 1983 年，
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四所院校设立此专业 ，进入 21 世纪之后，其发展速度超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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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新兴专业，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海外汉语学习的热潮
不断高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 ，学习的成员也从单一的在校生增加至社会各个行业，
并涉及各个年龄段。据此而产生的海内外汉语培训机构、中文学校等教学机构层出不穷。2000 年以
来，教育部一直将该专业作为“控制设点 ”专业，教育部 2012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
（ 2012 年） 》也将原“050103 对外汉语”变更为“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
。 从 2004 年 11 月第一所孔子

学院建立开始，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球 146 个国家（ 地区） 建立了 525 所孔子学院和 1113 个孔子
课堂。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经济的不断交流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汉语学习者的数量
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截至 2016 年底，“一带一路”沿线的孔子学院多达 134 所，孔子课堂 130 所。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承载起完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及汉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东欧、北非这
些区域。我国西北地区的留学生主要以东南亚 （ 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
寨等） 、南亚（ 巴基斯坦、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印度等 ） 、中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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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和北非（ 埃及） 为主，这些学生和其他
国家留学生相比，在学习风格、认知策略、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西北各省内高校
的留学生分布也各有侧重，陕西省的留学生以中亚五国、东南亚以及南亚为主，陕西省内各高校的留学
生分布也不平衡，如西北大学以中亚五国为主，西安交通大学则以南亚印度留学生为主，这都为各高校
开展特色化专业培养模式奠定了生源基础 。甘肃、新疆也具备了同样的特色化条件 ，针对不同国别的生
源进行各自特色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改革对学科建设既是必须也是可行的 ，这样也可从一
定程度上避免专业人才培养的重复和浪费 ，更好地解决该专业的就业问题。 本文从“一带一路 ”的起点
陕西省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以及专业设置出发 ，以西北大学为例，针对其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生源特
点，探索汉语国际教育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下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 。

一、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现状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陕西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每年来陕西学习、工
作、旅游的外国人也是逐年增加； 陕西省教育厅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也是越来越重视 ，来陕的留
学生数量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西安作为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再次站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新起点上，西安先后与土库曼斯坦马雷市、乌兹别克
斯坦马尔罕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并与中亚国家多个城市共建中亚 ·长安产业园、国家级欧亚经济综合
园区等开放型经济园区，成功举办了有 77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伴随着“丝
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园区（ 西安） 核心区的快速建设，在教育领域，陕西也在积极推进西安与中亚国
家高等教育合作，西北大学中亚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学院相继成立 ，这为陕
西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后续性保障 。
（ 一） 专业发展速度较快，办学层次多样化
陕西省的汉语国际教育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但其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培养在 21 世纪初才真正
地起步。陕西省的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于 2000 年开始招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由最初的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三所大学已发展到了十多所高校 ，截至 2017 年底，陕西省共有 18 所高校开
设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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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院校类型

办学类型

隶属院校

办学年份

所在地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大学

文学院

2001 年

陕西·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言

大学

汉学院

2004 年

陕西·西安

西北大学

综合

大学

文学院

2005 年

陕西·西安

西安培华学院

财经

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2006 年

陕西·西安

西京学院

工科

学院

人文科学系、外语系

2007 年

陕西·西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综合

独立学院

文法系

2007 年

陕西·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

工科

大学

人文学院

2008 年

陕西·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科

大学

文学院

2008 年

陕西·西安

咸阳师范学院

师范

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2008 年

陕西·咸阳

西安翻译学院

语言

学院

外国语学院

2008 年

陕西·西安

西安文理学院

综合

学院

文学院

2009 年

陕西·西安

陕西理工学院

工科

学院

文学院

2009 年

陕西·汉中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财经

学院

文化与艺术学院

2011 年

陕西·西安

延安大学

综合

大学

文学院

2012 年

陕西·延安

渭南师范学院

师范

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2012 年

陕西·渭南

西安工程大学

工科

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3 年

陕西·西安

西安外事学院

财经

学院

人文学院

2013 年

陕西·西安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工科

独立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3 年

陕西·西安

由此可以看出我省该专业发展速度较快 ，基本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另外，该专业的办学层次
也是多样的，开办此专业的学校有综合类院校 、师范类院校、语言类院校、财经类院校、工科类院校、还有
一些民办的独立院校。
（ 二） 招生人数逐年递增，具备人才输送的后续性保障
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设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招生计划信息显示 ，除去大类招生的院
校（ 6 所） ，直接在招生简章按照对外汉语 （ 2014 年之前 ） 或汉语国际教育 （ 2015 年之后 ） 招生的本科专
2017 年 600 人左右①，这和该专业在陕西开始招生的最初几年相比 ，
业（ 18 所院校 ） ，仅本省计划而言，
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截至 2017 年底，陕西省包括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在内的 7 所
高校还增设了该专业的硕士点（ 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点） 。
院校名称

院校类型

硕士类型

陕西师范大学

师范

西安外国语大学

综合

学硕 + 专硕
学硕 + 专硕

西北大学

综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办学年份

所在地

学硕
2010 年

专硕
2010 年

2005 年
2015 年

2010 年
2010 年

陕西·西安

学硕 + 专硕

工科

专硕

无

陕西·西安

西安石油大学

工科

专硕

无

2015 年
2015 年

长安大学

工科

专硕

无

陕西·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专硕

无

2018 年
2018 年

陕西·西安
陕西·西安
陕西·西安
陕西·西安

上述学术硕士及专业硕士点的建立 ，为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提供了后续性保障 。

①

该数据来源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设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院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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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培养模式与就业之间矛盾较为突出
在专业迅速发展的背后，该专业近年来的对口就业率却低于 5% ，从以西北大学为代表的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近五年的就业数据来看 ，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教育业及教育机构的就业走向一直都比较低 ，平
均每年都在 1% 以下； 但该数据同样也反映出这 5 年来该专业在继续深造的需求逐步升高 ，平均值高达
38. 8% ，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愿望的稳
定性，同时也反映出就业市场对该专业的人才要求及该专业需要较多培养年限的学科特点 。
目前该专业在国内大部分高校发展都较为迅速 ，但发展和就业之间的矛盾表现非常突出 ，各高校都
在尝试不同的改革方案，招生模式的改革与调整也是目前国内各高校在发展模式上的一种积极探索与
尝试。如西北大学该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建设 ，教学团队也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该专业毕业生在
就业上呈现出不对口现象较为严重 ，西北大学于 2011 年开始实行多措并举的招生模式，暨中国语言文
学大类招生，在第一学年末分流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然而该模式之下所产生的
另一问题也给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考 ，即大类招生之后，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每届选报人数呈现出明
显的递减趋势，直至 2016 年恢复单独招生后，生源才逐渐回升。 陕西省其他该专业的院校也存在同样
2014 年陕西省某高校甚至因生源不足而停止招生 ，可见，招生模式上的革新与探索是该专业能
的问题，
否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想取得持久且顺利的发展 ，如何增强专业特色
优势，优化课程体系，拓宽学生就业途径等，都是目前学科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 通过对西北大学该专
业近 5 年毕业生就业走向以及问卷分析 ，考虑到如何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就业，本文认为要紧抓“一带一
路”所提供的各项机遇，及时变革专业培养模式中遇到的问题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和建
设的长远目标。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一带一路”汉语人才需求分析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领域 ，国家也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但各校在自身专业建
设过程中的问题依然突出，缺少特色性、针对性是主要问题。“一带一路 ”倡议新形势下我们必将走出
去与世界各国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 在此契机下，我们应促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国
家发展需求相结合。“一带一路”沿线 65 国的留学生，贯穿了亚、非、欧三大洲，涵盖了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包含了丰富的宗教信仰 （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 ） ，但面对如此复杂而多样的教学
对象，各高校在招生模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发展与创新等方面并未做出相应调整，培养
方案大同小异。
（ 一） 培养模式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化 ”需求不突出，未能体现出这些国家留学生的
学习风格和认知特点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留学生为主要接收对象的高校在培养方案中大多数未能体现“教学对象 ”的
“区域性”，陕西各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高校也鲜有与西安该项机遇相配合的革新 ，在培养模式和
培养方案上大同小异，没有从教学对象的特点出发，未形成该专业“区域化 ”培养模式。 以西北大学为
例，近年来来自中亚各国的留学生持续增长，“中亚地区的孔子学院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亚居民对中
［3］
国文化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更多的人希望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 ” ，随着“一带一路 ”项目在沿线国家落

地生根，中亚会汉语的留学生会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及待遇 ，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会逐步升温，但是包
括西北大学在内的各高校该专业的培养方案看不出差异性 ，中亚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中并
未体现。据调查，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中，主要以阿拉伯语、英语及俄语最多，其中以俄语作
［4］

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和东欧地区

，而西北大学就属于中亚留学生居多的状况，但培养

方案中却没有体现出针对中亚留学生的区域方向性的课程 ，如适用于中亚国家的通用语言类课程 ；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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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高校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也缺少以中亚地区的风俗民情 、制度规范、宗教信仰等为核心的文化类课
程，这对强化学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有所局限； 在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案例的
设置上也缺少以中亚国家为主要教学对象的案例配置 。 只有在培养方案中体现出“一带一路 ”发展的
人才需求，培养出的学生才能够具备有效地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的师生进行沟通的能力，快速地适应
沿线国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同时“区域化”的培养模式对就业分流也会起到有益的调节 。
（ 二） 教学组织形式僵化，专业目标不明确，“课程体系”设置缺少包含知识和能力的“模块性”分布
陕西省 18 所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高校在此方面均表现明显 。 据教育部 2012 年颁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 》将“对外汉语”变更为“汉语国际教育”，其内容包括原来的对外汉语
（ 050103） 、中国语言文化（ 050106W） 和中国学 （ 050108S） ，与原对外汉语专业相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12 版的培养目标除能胜任汉语教学工作外 ，还特
在专业内涵上明显扩大，培养目标也发生相应变化，
别强调在各职能部门、外贸机构、新闻出版单位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与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的应用
型专门人才。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同年也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做出 5 个模块的基本理
论框架要求，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2012 版
模块一

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

汉语知识与技能
外语知识与技能

模块二

文化与交际

中国文化
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

模块三

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

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

模块四

教学方法

汉语教学方法
测试与评估
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辅助材料
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

模块五

教师综合素质

教师综合素质

但观察目前陕西省该专业院校的培养目标 ，大多数仍沿用之前的“对外汉语 ”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方
案，培养目标的调整只是在形式上，缺少与“汉语国际教育”内涵相匹配的改革，只是名称上迎合了教育
部 2012 年的学科调整，并未真正实现该学科的培养理念 。以陕西省 18 所该专业院校的培养目标来看，
课程体系设置缺少包含知识和能力的“模块性 ”分布，课程内容和课程质量改进不大，整个课程体系仅
是个别科目的增减，忽视了整体上的模块性建设。个别高校还表现出汉语言文学类课程和英语课程简
单叠加的现象，这都是由于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科特点缺乏科学性认识 ，必然导致该专业与培养目
标偏航，致使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性培养模式失去理论基础 。
（ 三） 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需求的教师教育类课程与实践教育类课程训练环节薄弱 ，导致该
专业学生教学实战经验匮乏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由于其专业性质决定了其培养对象必须具有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手段 ，能够
灵活地适应不同国家的教学需求 ，随机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都必须以扎实的教学实践为基础，
但是陕西省各高校在该方面均表现出“学无所践”的尴尬，更别说扎实灵活的教学技巧。 这导致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学生与师范类学生相比 ，缺少基本的教学能力，课堂管理能力。这种教学实践环节脱节的
83. 2% 左右的高校在实践技能培养方面的学分
现象不只是存在于个别高校，统计陕西省的 18 所高校，
比重偏低，还有少量的高校教学实践技能的培养仅通过一两门课程来体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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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偏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因而实践性教学能力和教学技巧的培训尤为重要 ，该专业的教学实习与
其他教育师范类专业有一定的区别 ，其教学对象为非母语人，教学环境为国外各中小学，海外教学实习
［5］

是本专业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的最好方式 。” 我们的调查显示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国内众多高校针
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建立固定的海外教学实习基地并未形成格局 ，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海外实习主
要倾向于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本科生的覆盖面相对较弱。许多该专业的本科学生只能选择前往国
内普通中小学实习，其实习内容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目标不相符 ，导致学生对实习项目兴趣度
低，参与感较弱，且目前的教学实习项目多以母语为英语的欧美国家为主 ，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 ”沿线
的教学实习项目非常稀缺，这对于培养教学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来说就是一个桎梏。“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教育需求参差不齐 ，不同国家的语言学习环境也有很大差异 ，这对国际汉语教师
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种需求也非一所高校就可以完成，我们应该发挥各个高校的生源特点，实行“点
对点”的精准实践模式，搭建起长效有序的海外教育实践平台 ，才能真正满足“一带一路 ”沿线国所需的
国际汉语教师资源。

三、“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构想
教育部 2016 年 7 月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已经明确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教育合作指明了方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但目前的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显然过窄 ，并没有认识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汉语师资需求。 本文认
为，我们应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下深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模式改革 。
（ 一） 面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所面临的资源配置受束现状，推进“教育现代
化”教学模式改革，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平台
［5］
“在‘互联网 + 时代’，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应该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领域 。”
目前国内风行的“翻

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s） ”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如上文所述，目前
各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模式中突出的问题 ，都可以积极尝试并利用“互联网 + 教育 ”提供的移动
终端、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社会交互软件等平台来实现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 ，为汉语国际教育课程体
系“数字化”网络协同教学平台铺路架桥，“这类教育服务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教育 ，是
［6］
在线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通过该“信息化的网络教学平台 ”，借助于“校企联合 ”的理念，联合高校优

秀“双师”人才，搭建专门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网络学习空间支持的协同教学模式 。
（ 1） 在该教学模式下，实现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用语言培养所需的“国别化”师资局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的语言很多，通用语言就多达五十多种，加上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将多
达两百种左右，短时期内我们很难做到开设所有沿线国的语言，虽然目前众多高校都在建设“一带一
路”的大潮中寻觅发展机遇，努力增设通用语种以及非通用语种 ，但实际上国内能够开设小语种的高校
非常有限，根据各高校的官网数据，仅北京外国语大学设有六十多个语种，其他外语类院校也仅仅在二
十种左右，大多数高校该方面师资力量薄弱 ，西北地区尤为局限，这就要求省内各高校之间要进行小语
种的资源整合，更要与省外高校进行跨区域协同教学 ，这种师资上的协同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可实现，
借助数字化的网络协同空间，实现不同教师间的相互协作，取长补短，可以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自
不同领域的专家整合到同一个学科框架下 ，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用语言培养所需的“国别化 ”师
资局限。该模式也将成为落实国家推动高校教育信息化协调发展 、未来教育战略改革及协同创新的突
破口。“一带一路”是个国家工程，仅凭单个学校的力量无法完成，我们必须借助现代化手段协同创新，
借助学校与各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 ，体现有针对性的面向不同国家的汉语国际教学培养方向 ，服务
于国家的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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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过该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搭建长效、稳定的教育实习基地及教育实践技能训练平台 ，最大
限度的提升培养对象的实践创新能力 ，提升教学能力。
仅凭培养大量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人才 ，远远跟不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语言需求，应该满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汉语的需求，充分考虑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语言学习上的互动性，
既要培养懂得沿线国家语言的外语翻译人才 ，也要培养懂得用汉语进行交流的外国人才 ，这样才能保证
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提供充足的语言人才资源 。 因此定向培养“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所需的教学
型人才非常必要，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主要形式是赴海外孔子学院 、孔子学堂或国外中小
学进行教学实践，这对目前很多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来说并非易事 ，与其困难地开拓国内外的实践基地，
不如充分地利用好数字化平台，搭建起多种形式的网络实践教学途径，这不仅可加强和“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高校间的远程合作，也可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企业的交流与合作，让学生熟练地掌握“一带一
路”学生的认知策略和习得偏误规律 ，强化汉语知识和外语知识与技能的培养 ，强化对沿线国文化风俗
制度的了解，进而加强其教学经验。各高校可依据网络平台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搭建世界各国国家概
况、汉语习得偏误研究等一系列针对性课程 ，建立相应的海外虚拟“实习基地 ”项目，以确保最大限度的
提升培养对象的实践创新能力及教学能力 。
（ 二） 借助国家政策优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起点为桥梁，根据高校的自身特色及时进行专业
定位及目标调整
据调查，仅在 2017 年底，中亚国家中资企业就近 900 家，汉语已成为中亚国家青年就业的敲门砖，
以陕西为例，截至 2018 年全省的中亚学生已达到历史新高 。陕西省于 2015 年明确了“支持高校与中亚
国家国立大学联合办学或建立校际合作关系 ，支持建设中亚教育培训基地 ”的国际化规模办学思路①，
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相继成立的中亚学院是陕西省该政策实施的典型案例 。 陕西省其他高校在
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调整中也应抓紧政策优势 ，在沿线国家拓展上紧扣各自学科优势 ，充分利用西安
与中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 ，有针对性的面向中亚国家的汉语人才需求 ，将汉语国际教育和培养各
级、各类知识、职业技能教育结合起来，实现汉语学习的多目标、多领域化发展，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深
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陕西省各高校也应搭乘“丝绸之路经济带 ”自由贸易园区 （ 西
安） 核心区、中亚·长安产业园、国家级欧亚经济综合园区等开放型经济园区的政策性优势，为拓宽该
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做好充分准备 ，在此基础上可与相关公司建立相应的海外实习基地项目 ，以确保国
际汉语教学师资培育在人才市场的“能力认同 ”。 国内其他高校同样可以借助国家政策优势，以“丝绸
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为桥梁，根据各自特色进行专业定位及目标调整 。
（ 三） 发挥各地方的历史文化优势以及高校自身的专业优势 ，确保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专业培养
模式改革中独树一帜
在突出专业特色及优势方面，除了拓宽语种设置，增设中亚国家通用语言选修课，开设相关的中亚
文化、教育、国情，中亚学生汉语习得偏误研究等一系列针对性课程来保证该专业学生在中亚留学生汉
语教学中的绝对优势外，该专业还要注意发挥高校自身的优势资源 。西北大学该专业长期以来一直以
中国传统文化、汉唐文化研究为依托，高度重视“传统国学修养”的培育，这是该专业培养模式的一大特
色和优势，该理念为保证高层次汉语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正如 2017 年 12 月李克
强总理强调的不仅要搭建语言沟通的桥梁 ，也要更好地传播语言承载的人文精神。 西北大学在发挥自
身学科优势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产生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学
生的进一步深造和拓展学生的就业领域做了有益铺垫 ，其每年 30% 以上的继续深造率证明这一政策导

①

该信息源于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教育厅 2015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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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有效性。以此为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应灵活的以社会需求 、学生就业、自身资源等
实际情况为指导，不同高校应该尽可能的发挥各自的学科及地方优势 ，为培养地方性特色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人才进行有益尝试。
（ 四） 创新改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从“内向型 ”的自主发展向“外延式 ”联合培养模式
转型
在教育领域，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合作科研、聘请外籍教师等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创新
形式，而国内该专业的学科发展、师资建设、学生培养都走的是传统教育模式，大多数高校都是保守建
设、保守发展，其培养模式均局限于“各自为战 ”的保守性创新，未能有针对性地走出去，请进来。 以中
2 + 1”的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在人才培
央民族大学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已率先开始了“2 + 2，
养和拓宽就业等方面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据此，生源主要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的高校，应加快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展开合作，走出去，开展多种类型的合作办学、学术交流，联合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
生，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学习特点研究 ，将学生前往“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开展教学实践、社会调查等环节政策化、学分化，这有助于学生熟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语言以及
国情制度，培养出具有沿线国家视野和交往能力的专门人才。 目前内地各高校该专业纷纷跻身“一带
一路”支点建设，如果高校缺少精准化培养模式的思考，那么必然就会在专业竞争力中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在联合培养模式的探索中，除了国内外合作办学的途径外，各高校还可以尝试省内高校联合培养 ，
由省内该强势专业牵头重组优化培养模式 ，优化各校该专业的优势学科达到强强联合 ，打造一批属于本
省的精品课程，学分互认，资源共享，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终实现精英式教育。

四、结

语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语言互通”，“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通用语言多达 60 种左右，语
言交流上的问题已成为影响“一带一路 ”建设的突出障碍。国家正积极地组织和开展“一带一路 ”语言
资源建设工作，但仅单向的推进远不能解决目前同沿线各国交流的障碍 ，我们应充分利用好目前“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大量的汉语学习者，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高层次汉语人才，双向考虑“一带一路 ”语言
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路径，更好地适应国家教师教育战略的发展要求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从
语言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发展需要。同时，我们还应发挥各高校自身的专
业优势，根据学校留学生的国别及时进行专业定位及目标调整 ，以确保在在百花齐放中独树一帜。就
西北大学而言，当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汉唐文化研究、中亚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为依托，以语言文
化交流为桥梁，突出西北大学的专业特色和优势 。国内其他该专业方向的培养应以“一带一路 ”沿线的
中亚国家为起点，高度重视中亚国家生源特点，加强“传统国学修养”的培育，以培养具有“区域化 ”特
色的汉语国际文化传播者为己任，在不断总结该专业培养方案的优势以及不足的基础上与时共进 ，转
变观念，在文化科教发展上紧扣地域特色 ，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方向，为“一带一路 ”的发展扫
清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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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s Under
the Belt and Ｒoad for TCSOL
ZHANG Ya-ro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As the central part of west of China，together with its long － existed gorgeous historic culture，
Shaanxi Province has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heritage，which attract more and more outlanders come to Xi'an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Han culture learning． Thus the TCSO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as strengthened and developing rapidly，and the correspond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s the main goal for major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is to “ cultivating personnel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jobs regarding language culture exchange ＆ transmission ”，the actual training arrangement as well as
course system employed by colleges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less qualified and nonuniform． In this paper，a
deep discussion was performed in issues of advantages，deficiencies of undergraduate courses arrangement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Shaanxi colleges． The discussion was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and characters analysis of the course arrangement and current training situation in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Shaanxi，and therefore provides a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all Shaanxi colleg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TCSOL； training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