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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华留学生管理的研究
——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为例
玄有福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12）

【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逐步增多，从最初跨文化适应到近年来的教育教学及管理问

题，都应引起重视。以北京某职业院校为例，探讨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留学生的外事管理、留学生的安全管理及
对外交流等四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提高留学生管理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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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述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

和谐发展”为教学工作的基本原则，牢固树立为
广大师生服务的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加强教学
常规管理，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扎实、深入地开

的提高，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

展教学工作，以期为后期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及管

国际贸易专业卓越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促

理管理对策提供参考。

进并拉动了来华留学文化的蓬勃发展。然而近几
年，中国研究学者主要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研究居多，见表 1，主要集中在跨文化适应理

二、研究方法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虽然有着不同的表达方

论、心里健康、文化融入及其相互关系。据调查

式，但其不仅仅指文化适应，还包括文化教育，

2012 年来华留学生已超过 32 万，中国政府及相

知识教育，即要求个体去适应新的文化形式，

关管理部门、各大高校携手努力改善供给留学生

试图分析、反思不同层面上文化适应研究的联

的生活设施，为他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然而中

系和分歧。文章主要是从授教角度及留学生管

国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仍缺乏关注，导致只解

理工作出发，研究如何规范留学生适应这种跨

决表面上较普遍问题，其内在问题仍然存在，对

文化适应的存在，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讨留学

留华文化教育交流或管理工作的问题研究较少，

生的管理方式，以及选择何种文化适应的方式

因此以此为出发点，以北京某职业院校为例进行

来更好地传播文化。

研究，阐述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留学生管理、留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留学生部于 2014 年 6 月

学生外事、留学生住宿管理及对外交流四方面的

正式组建并成立，于 2014 年开始招收国外不同

工作，并以“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强化管理、

国家的留学生，年龄在 16 岁左右，攻读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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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外留学生跨文化等研究文献
文章

刊物 / 机构

刊物类型

作者

留学生中国社会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期刊论文

陈慧

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期刊论文

陈慧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期刊论文

余伟
郑钢

中国留英高校生跨文化适应、社会支持与生活
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刘炜

对外汉语教师海外工作跨文化适应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期刊论文

吕俞辉 , 汝淑媛

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适应策略分析—以国家公
派到南非的教师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期刊论文

孙琴
李艳

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
究

管理学报

期刊论文

李晓艳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实证研究—基于北京某
高校的调查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期刊论文

吴文英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论文
国家图书馆

谭瑜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TanIngBean

微观环境下跨文化适应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魏先鹏

来华留学生间跨文化适应调查与对策研究

浙江大学

学位论文
国家图书馆

杜可芸

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支持服务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邹小群

北京高校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内容与方式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穆璐

范式视阈下的跨文化适应理论

浙江大学

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库

孙淑女

北京高校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期刊论文

王祖嫘

济与贸易的专业，见表 2。对在华留学生跨文化

略。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我们在汉语教

适应方面的研究，因大部分留学生在语言学习

学中，制定了多个语言层次的教学计划，采用

和文化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困难，所以在跨文化

了分班分层教学和合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尽

策略选择方面，分离是留学生们采用的一种策

可能地满足留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也在管理

略，也有一定比例的留学生选择同化和融合策

工作上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略，而边缘策略是留学生们采用最少的一种策
表2

2014—2016 年来华留学生

波兰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韩国

来华留学生总和

2014 年

1

4

6

9

-

20

2015 年

-

-

20

1

2

23

2016 年

-

3

16

2

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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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内涵
已有研究表明，来华与出国经历、身份认

优秀教案的评比等活动。
对教学过程管理主要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
对整个教学流程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重视集
体备课。按照汉语言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备课组，

同、生活设施与生活习惯，管理与规章制度已

汉语综合、汉语听力、汉语语音、汉字入门主

成为跨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但为了更好地理

要课程的任课老师集中时间，定地点、定内容，

解和实践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内涵，我们

集体讨论各科教学情况和进度以及学生的掌握

主要从“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把握质量，注

情况。第二，加强课堂教学。首先是规范教学

重实效”“以生为本，强化教学”和“履行职责，

行为。其次，在教学中要尊重学生任课教师要

重在行动”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平安课堂和学

一是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教师觉悟的提

生安全。再次，建立高效课堂。教师要准确地

高，是解决教学观念的先决条件，是教学管理的

解读教材与学生。鼓励并要求任课教师使用现

方向和根本。所以，规范教学行为，推进外国

代教育技术手段与学科教学进行整合，加快建

留学生素质教育，需建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导

立高效课堂。同时，结合汉语言学习要求，强

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二是把握质量，注

化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后，建立听评课制度。

重实效。教学工作是留学生工作的核心，是留

院领导听课、部门负责人和教学管理人员听课、

学生项目发展的基石，留学生部坚守“质量为

任课老师互相听课，并对听课意见及时反馈给

本”的意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教学质量

任课教师。最后，作业布置与批改以及课后辅

上来。三是以生为本，强化教学。学生学习管

导。针对教学要求，严格控制学生作业总量和

理是教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体现教学管理的水

时间。留学生部责成任课老师制定作业控制与

平和质量。既体现教师教学过程管理是否科学，

批改的具体要求，并按规定进行检查。

又体现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否规范、高效，是教

教学辅导工作安排。针对留学生工作实际，

学双边活动的显性过程。四是履行职责，重在

建立了辅导员跟班、中国学生志愿者辅导机制，

行动。在留学生部工作中，教学以外的其它工

每天晚自习时间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答疑。部

作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来开展，确保为提高

门负责人和学生综合管理老师针对辅导情况进

教学质量服务。健全和完善教学规章制度，加

行跟踪管理。另外，考试与评价也是常见的一

大督导检查力度，正确实行考核评价制度。

种提高方式，在考试过程中，严密组织，把握每

（二）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常规管理

个环节，尤其注重质量分析过程管理，真正使考

教学常规管理已逐步成为匹配来华留学生

试与评价起到作用。根据留学生汉语言的学习情

的自我需求和实践的方式，下面主要从“教学

况，在新生入学初期，根据汉语言成绩实行分层

计划管理”“教学过程管理”和“教学辅导”等

教学，在正常的教学中留学生部实行月考制度，

三方面进行探讨。

按照月考成绩进行分析总结，期中考试按照月考

对教学计划管理按学院课程标准、课程计

成绩、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进行二次分层，

划要求，开齐课程、开足课时。每学期开学前

此次分层实行分层不分班，对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制定出教学工作计划，排好课程表，发放到班

要求参加留学生部组织的语言强化班学习。在这

级、教师。开学第一周教师上交教案、教学工

种教学过程管理下，教学质量稳中有升，缩短了

作计划。教学管理人员检查各位老师教师教学

留学生的汉语言水平差距，也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计划落实情况，积极鼓励教师参加优秀教案和

兴趣，并得到良好的评价。

课件、教具制作评选活动，并要求每位老师参

（三）对来华留学生外事管理工作

加我院组织的各种教学评比，如教务科组织的

为了更好地进行来华留学生的外事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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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调查和分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的适应

生住宿管理规定，加强宿舍管理人员的考核，实

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学习目的、社会支

施考评结合的管理办法，严把宿舍关，坚守一道

持、学习知识等因素，为此我们做出相应的信

防线，确保留学生宿舍的稳定性。

息管理和制度建设。
第一，留学生学籍和信息管理。按照教育部
来华留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办法及信息管理办法，
通过多方努力，留学生部已开通了教育部统一的
来华留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以及来华留学生信
息数据管理系统，完成了信息登陆和统计工作，
为我校留学生规范信息数据统计开通了渠道。
第二，规章制度的建设。在规章制度建设
方面，明确了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规定、入学
手续、课堂纪律、考勤管理、奖励与违纪处分、
外国留学生所需证件介绍、外国留学生生活管
理规定及生活服务指南、外国留学生在校内违
规驾驶摩托车行为管理规定等。留学生通过手
册教育，了解了校内的规章制度以及各类生活
信息。在纪律方面，建立严格的请假制度，形
成辅导员签字、部门负责人签字、主管院长签
字和欧陆世纪文化交流中心同意函的“递增式”
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建立了教学管理规定、
教室管理规定、住宿管理规定、外事管理规定
及各类活动的应急预案措施。
第三，建立校外信息沟通渠道。国家教育
部来华留学生工作处，北京市教委国际交流处、
北京市出入境管理总队都是留学生管理的重要
政府部门。目前留学生部多次参加有关部门组
织的相关会议，有利于我校随时了解留学生政
策，优化留学生管理。

四、建议
首先，加大落实到位集体备课等教研活动，
力争建立自己的汉语言教师团队，减少外聘教师
的数量，确保汉语言的教学质量，为留学生项目
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其次，加强留学生
管理，提高政治敏感度。结合每年国家的各种大
型会议及大型活动，制定更严谨的活动预案和应
急预案，在政治比较敏感的范围实施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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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零”外事事故。再次，在生活管理方面，
完善留学生住宿安全管理工作。要不断完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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