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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建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阶段之政策（1984-1994）

Ⅱ.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稳步发展阶段之政策（1995-2004）

III. 面向世界汉语传播阶段之政策（2004-2014）

IV. 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矛盾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汉语是中外沟通的工具，外国人学习汉

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中国从

汉代开始就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唐代将其称为国子监，招收外

国人学习汉语言文化，明代北京的国子监还设立了针对不同国家

人学习的专门机构，如“琉球馆”“暹罗馆”等。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1952年国家就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建立了面向外国人的语文专修班，上世纪六十年代又专门设立了

北京语言学院，培养留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对外汉语教

育，改革开放后全面恢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

汉语的地位、国外对汉语的需求日益提升，近三十年，世界正处

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顺应形势，因势利导，制定政

 * 이 논문은 서울대학교 국어교육연구소에서 ‘각국의 대외 자국어 정책 비교 연구’를 

주제로 개최한 제16회 국제학술회의(2014. 10. 25.)에서 발표한 내용을 수정ㆍ보완한 

것임. 

** 中国 北京大学 敎授
http://dx.doi.org/10.17313/jkorle.2014..34.181



182  국어교육연구 제34집

策，推动了对外汉语教育的飞速发展。本文主要探讨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政策的发展变化。

Ⅰ. 建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阶段之政策（1984-1994）

1978年吕必松先生首次提出“对外汉语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1984年王力先生题词“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1984年8月

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已经

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本文的政策研究就以政府认定学科的

时间为起始点。

这一时期的总政策是建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过程可以分

为两段：

第一阶段：学科筹备期（1984-1987）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与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来

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逐年递增，到1984年已经有1293人，而且显

示出将进一步增长的态势。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采取了三项举措：

1.大幅度开放高等院校，鼓励有能力的高校大量招收外国留学

生，同时各校建立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比如北京大学19

84年10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2.建立全国统一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和协调机构。1987年7月国

务院批准成立由国家教委等多部门组成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

小组，由当时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任组长，其常设机构为国家

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对对外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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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进行统一协调和领导。国家汉办的建立为对外汉语教育的有序

发展，在组织上提供了保证。

3.提出建立学科的目标：教育部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

的学科。但是这期间人们对于学科性质的认识并不十分明晰，因

此，在学科名称上存在争议，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名称本身有

局限性，而且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关系也不十分明确。

第二阶段：学科建设期（1988-1994)，在政策层面的体现是：

1. 将对外汉语教学定位为“国策”

1988年8月国家教委、汉办召开“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会议”，教

委副主任腾藤做了题为《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加快对外汉语教

学事业的发展》的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把

向世界推广自己的语言作为基本国策，”“我们同样应该重视汉

语在我国对外开放中所起的媒介作用，把向世界推广汉语作为一

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列为我国的国策。”这一定位大大提升了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地位。

2. 进行学科建设

 （1）建立学术团体

这一时期随着来华留学生的增加，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人

数迅速增加，与国外同行的交往也日渐频繁。1987年8月，成立

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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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88年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

学会，并建立了学术刊物，用以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2）启动学科科研规划

国家汉办发布了《1988-1990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课题指

南》，提出了8个方面的科研任务：教学理论教学法研究、教学

活动四大环节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考试）、

汉语研究、汉外对比、现代科技与对外汉语教学、教师队伍建设

和教学管理、中国与世界汉语教学情况、发达国家推广本族语情

况。《规划》为学科建设指明了阶段性主攻目标，实施中采用立

项的方式推动了学科建设。

 （3）确定了学科的基本性质

1994年12月国家汉办、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世界汉语教

学》与《汉语教学与研究》两个杂志编辑部共同召开了“对外汉

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经过讨论学界对学科

基本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①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或

外语教学，跟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英语教学、法语教学等具有

同样的性质。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属于性质不同的学科，语言

教学不能脱离文化因素的教学，但是限定在与语言理解和语言表

达相关文化因素上，主旨是语言教学，文化只是连带关系，不能

并列或取代。③学科名称仍用“对外汉语教学”。

    

3.引进国外的教学法：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首先被引

入中国。“中介语”是乔姆斯基6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因为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直到80年代才被学界所了解，鲁健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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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1984），用

“中介语”理论研究外国人汉语语音偏误。该文对对外汉语教学

的理论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教师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学习者，为汉语习得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在政策引导下对外汉语教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1）留学生教育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层次多门类的教育：

短训生：为学习几周的学习者 ；进修生：指在华学习一至两

年的外国留学生，80年代末还开设了专门专业汉语进修班；预科

生：对有明确专业方向的学习者进行专业前汉语教育，主要是对

理、工、农、医专业进行专业前语言教育；本科生：1981年之前

只有北京语言学院开设了面向留学生的本科教育，90年代以后已

经有二十几所院校开办了面向留学生的本科专业，其专业目标确

定为：培养学生熟练运用汉语的能力，使其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

知识和一定的专业理论与基本的中国人文知识，成为熟悉中国国

情和文化背景的应用汉语人才。

（2）教学方法有了较大转变

汉语教学的传统是“精讲多练”，改革开放后，受英语教学法

的影响，学界开始转变教学思路，采用“结构——情景——功

能”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3）编写新教材

教材建设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委

托教育学会成立教材研究小组，选择了33种已有教材向国内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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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1987年12月通过了“1988-1990年对外汉语教材规划”，此

后批准了163个教材项目。这一时期的教材突出了针对性、实践

性、趣味性、科学性四性原则，尝试将传统教学法与新的教学理

念与方法相结合编写教材，教材编写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① 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1984年7-8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

了首届暑期对外汉语教师培训班。请国外教师来华授课，其中教

学法课程，对国内汉语教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后，各种培训

迅速展开。

② 颁布教师资格标准，审查教师资格

1985年7月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起草文件《对外汉

语教学师资合格标准》，国家教委在1990年6月发布《对外汉语

教师资格审定办法》，1991年5月发布了《实施细则》和《组织

章程》实行资格认定、持证上岗。1991年12月26日实行第一次考

试，在北京，共108名教师参考；后总结经验，1992年11月在十

省市进行考试；1994年讨论修改细则，暂停考试。

③ 培养专业人才

所谓“专业人才”，即对外汉语教师。1983年北京语言学院设

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开办了面向中国人的对外

汉语本科专业。

1986年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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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汉语水平考试（HSK），制定汉语水平等级大纲
为了促进汉语教学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1984年国家汉办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汉语水平考试中心。1986

年6月26日首次进行了初中等水平汉语考试。1986年12月确定了

《汉语考试大纲》。1990年2月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专家鉴定，

1992年HSK正式成为国家级标准化考试，1993年7月HSK（高级）

通过鉴定。

1992年公布《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将汉语水平分

为四级，规定四级应掌握词汇8822个，汉字2905个；1994年公布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使汉语教学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从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看，这个时期是上规模、规范化的阶

段。在确定学科性质的前提下，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教学理论的

研究开始向理论方面提升，但研究的领域还比较分散，在教学法

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汉语课听说训练和读写训练的矛盾

问题如何解决，一些显示汉语特殊性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更有效

的方法。

Ⅱ．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稳步发展阶段之政策（1995-2004）

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国家所制定的哲学社会

科学“九五”、“十五”发展规划，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

稳步、扎实地发展。

这一时期的总政策是加强学科建设，重点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和

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促进海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1999年12月召开第二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国务委员

陈至立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民族的事业”；提出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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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深化改革积极稳妥发展”的8项任务，国家将投入资金，

支持科研项目，教材编写，师资培训；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方针和

目标“加强周边、开拓和发展欧美、兼顾亚非拉其他国家和地

区、大力扶持华侨和留学人员子女学中文，促进海外教学发

展”。

总政策指导下的具体举措：

1. 国家汉办制订学科研课题指南，促进基础理论研究

《1998-2000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课题指南》指导思想是：围

绕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突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重点抓基础理论研究，为教学工作和教材建设服务，

为21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更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指

南》分六个部分：持续发展问题，包括教学史的研究；语言学习

与教育理论研究，包括语料库的建设；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教材编写；汉语研究；与教学有关的其他课题，包括多媒

体技术、远程教学等等。

在这一总方向的指导下，学界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

些理论问题，如：一语与二语的关系问题，习得与学习的关系问

题，课堂教学与自然习得的关系问题，中介语问题，对外汉语文

化教学发展问题，汉字与汉字教学问题等。

2. 加快教材建设

由于教学人数、门类的扩大，教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1995年

全国汉语基础教材讨论会提出，新一代教材的编写原则是“结构

-功能-文化”相结合；根本目标是培养语言交际能力，教学要以

学生为中心，“教”为“学”服务。1997年12月国家汉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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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外汉语教材工作会议”研究教学发展形势，制定了

“1998-2000年教材编写规划”，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多类型

的教材，教材质量较上一时期有明显提高。

3. 规范教学活动

（1）建立完整的课程体系，分级教学，制定各类教学大纲：

①非学历教育汉语教学大纲：1996年5月开始制定了《教学大

纲》、《语法大纲》《功能大纲》等；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教学

大纲：国家汉办1997年5月在杭州大学召开“外国留学生汉语专

业教学大纲研讨会”，确定本科性质是为留学生单设汉语专业，

是非母语异文化学生为对象的外语教学，性质是第二语言教学，

与国内外语教学属同一范畴；在目的语国家掌握一门外语。专业

名称为：汉语言，下设方向：汉语言、文学与文化、商贸、翻

译；并制定了相应的教学大纲。

（2）确定教学原则，改革教学方法：语言教学坚持“结构-功

能-文化”相结合的路子；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技能训练为核心内

容；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利用在中国学习的语言环境，提供语言

习得机会。

（3）将HSK考试作为入学标准

1994年HSK已在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考试，97年国内21个城市有

考生11403人，海外1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8个考点，已有115个

国家和地区的8万余人参加考试获得了相应的证书。

1995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了《关于外国留学生凭<汉语水

平证书>注册入学的规定》1996-1997开始实行，在中国进入普通

高等院校接受本科学历教育的外国人都必须获得等级证书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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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学习专业。文、史、中医专业要达到中等C级（六级），其

他专业（包括汉语本科专业）要达到初等C级（三级）。

4. 总结培养专业人才经验，提升教育层次

面向中国人的对外汉语专业本科教育从1983年开始，本阶段主

要是总结经验，深入发展。1994年12月北京召开座谈会，总结以

往的经验；1997年7月召开“深化对外汉语专业工作座谈会”提

出对外汉语专业应培养复合型外向型人才；教学内容和体系应更

科学化。

1996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学位问题

研讨会”，对学科特色、人才需求、外语能力进行研讨，规范教

学方案。同时酝酿博士点问题，提出本、硕、博连续协调培养设

想。

1996年10月汉办召开设立对外汉语教学博士学位研讨会。根据

事业发展需要，本学科应设立博士点，将其定位为应用语言学的

下设分支。2000年以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北京大学陆续招收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博士生。

5. 启动评选对外汉语教学基地，2002年启动，2003年2月公布

了第一批基地：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大学，2004年确立了第二批南开、华东师大、南京师大、人民大

学。使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体系、模式更加规范。

6. 开始重视周边国家华文教育的问题，为下一个阶段的转型

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在国家政策的明确指导下，国内教学在理论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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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得到稳步的发展，学科的理论框架，教学标准和规范得到确

认，国外教学法冲击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法，现代教学技术得

到加强，这一时期完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建设。但是在教学

理论和汉语本体研究的类别分布不均，本体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

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赵金铭，2003/200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学界中有两点共识：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

主要涉及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有别于纯文化教学；二是培养目

标，培养具有汉语知识与技能，了解中国的应用人才，而不是汉

学家。这和下一个十年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距离。

Ⅲ．面向世界汉语传播阶段之政策（2004-2014）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

各国语言文化间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抓住机遇，

语言政策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即从立足国内的对外汉语

教学转为面向世界的汉语传播。

这一时期的总政策就是建立海外孔子学院，面向世界传播汉

语。

2005年7月中国教育部为适应全球对汉语持续升温的需要，召

开了世界汉语大会(The World Chinese Conference)。大会主题

是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宗旨是凝聚各方力量，共同

加强汉语推广工作，让汉语随同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

解开放的中国。会上提供了中国政府在推动世界汉语教学方面的

政策和项目的相关信息；增进各国对中国语言推广政策的理解和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研讨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

这次会议为这一时期汉语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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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策指导下的具体举措：

1. 建立孔子学院

中国借鉴了世界上其他语言传播的有效经验，2004年3月，决

定建立语言推广机构，定名为“孔子学院”。孔子是中国古代的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受到中国和世界的尊重，孔子所主张的

“和为贵”的思想符合现代中国与各国交往的原则。孔子学院是

中国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

利性机构。2007年4月9日孔子学院总部（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在北京建立，境外的孔子学院成为它的分支机

构，它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

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

道。

2004年11月21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4年

9月，全球123国合作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孔

子学院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2010年以后孔

子学院还创建一些具有特色的孔子学院，如中医孔子学院、音乐

孔子学院、舞蹈和表演孔子学院、饮食文化孔子学院、茶文化孔

子学院等，直接传播中国文化。

2. 举办孔子学院大会：总结经验，推动发展

2006年到2014年由孔子学院总部召开了九届年会，世界各地孔

子学院通过年会这个平台，总结经验，互相学习，加强交流与合

作，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促进孔子学院更好地发展。各次年会

都有不同的主题，如：“孔子学院与全球化教育”、“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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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服务”、“孔子学院的未来十年”，孔子学院大会受到国

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对汉语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3. 招收国际汉语硕士研究生，2006年开始在中国12所院校招

收了300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制订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教学计划，而且安排研究生在学期间到海外实习。此后招生规模

逐渐扩大。

4. 培训、选拔及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三教”（教师、教材、教法）问题是主

要矛盾。培训汉语教师是孔子学院的主要项目，一般采用两种方

法，一是请国外孔子学院院长和汉语教师到中国国内接受短期培

训，二是派有经验的汉语教师到各孔子学院对当地汉语教师进行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语言知识、教学方法、语言理论、文化等。

2006年培训人数将近1.6万人，到2009年已有2.3万。

国内通过考核和培训，选派优秀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到国外任

教，2006年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2054人，2013年派出孔子学院

院长、汉语教师及志愿者达1.44万人。

5. 编写适应海外需求教材

在前两个阶段，国内为了接受来华汉语学习者已经编写了大量

的教材，但从内容到形式往往不适合国外的情况。这个时期采取

国内与国外汉语教师合作的方式编写新教材，力求使之适合使用

国特点。

上个世纪末美国公布了《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阐述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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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语教学学会制定的五大外语教学目标（Communication、

Cultures、Connections 、Comparisons、Communities ）,简称“5C”， 

其核心是培养在实际语言环境中的沟通能力，这一理念得到世界

各国外语教学界的普遍接受，对世界各国外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

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汉语教材都努力按照这一教学标准及

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编写。

6. 加强文化交流

世界大学生、中学生、在华留学生的“汉语桥”文化交流项

目，持续多年，成为一个品牌，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提高了学

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兴趣。孔子学院总部为优胜者提供了到中国

留学的奖学金。

7. 提出“孔子新汉学计划” 

2014孔子学院总部提出为帮助世界各国青年深入了解中国和中

华文化，繁荣汉学研究，促进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孔子学院总

部设立“孔子新汉学计划”。支持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汉

学研究，设立了中外合作培养博士项目、来华攻读博士学位项

目、“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项目等。

在孔子学院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的对外汉语教育也在发展，

而且是围绕着汉语国际传播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

1. 来华留学人员的国别有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以日本、

韩国等国的留学生为主，而在这一时期，欧美、中国周边以及世

界各国的学生快速增加，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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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为进一步适应国际汉语教育的实际需要，提高国际汉语教师的

能力和水平。借鉴了国内外有关外语教师标准及其最新研究成

果，国家汉办2007 年发布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后经过修

改，形成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 版）》，由“汉语教学

基础”、“汉语教学方法”、“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

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和“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等五部分组成，

构建了国际汉语教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基本框架，形成了较

为完整、科学的教师标准体系，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

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了依据。

3. 调整国内汉语教学课程体系

当汉语国际传播做得轰轰烈烈之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冷静思

考国内教学体系和课程建设体系问题，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与对外

汉语教学同属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相辅相成，只有将自身

的教学研究研究深入，才能有效地传播汉语与中国文化。（王建

勤，2012）

从2004年开始，对外汉语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速度之快，孔

子学院分布之广、教学内容之丰富、传播形式之多样都是超乎想

象的。正因为如此，宏观构建已成体系，但细节问题还很多，而

且在政策方面存在忽视国内、忽视学科自身建设的倾向。

Ⅳ．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矛盾

在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发展的这三十年中，从对外汉语教育政策

看，前两个时期以发展国内对外汉语教育为主，对外汉语教育政

策具有连贯性，后一个时期，整体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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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为主，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

系。在我们总结对外汉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变化时,感到目

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1. 总政策指导下的大目标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落差

国家提出的政策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其目

标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范围不断扩大，要将其具体落实下

来，需要做很多工作，也需要解决许多矛盾。如孔子学院的数量

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基础性的汉语教学占主体，尽管增加了教师

培训以及高端汉学家计划，但是三者缺少相互之间的勾连。德国

学者柯比德提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存在“特有的‘金字塔’现

象”，即初级阶段“汉语热”，高级阶段“汉语冷”的矛盾（柯

彼德2007）。现在的推广方式，不能完全实现既定的目标。

2. 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汉语自身规律研究结合得不够。

现在国外二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经出现，很快就为汉语教学界

所接受，但是在运用中却不能充分显示汉语的独特性。比如汉字

教学是提升汉语水平的一大难点，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有效提

高汉语水平。由于我们对汉语和汉字教学规律、习得规律等还没

有准确地把握，一味套用外国理论，仍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

政策层面，需要对学科自身建设加大力度。

3. 教材的国别化问题。现在汉语教材琳琅满目，但是仍然不

能满足各国学习者的需求。其原因在于所谓的国别化教材只是教

课书中的说明和解释使用了不同的语种，而内容和形式还是不能

适合本土学生的需求。教材是语言教学之本，国别化教材问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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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4. 文化传播的可接受性问题。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结伴而行，

我们希望世界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但是传播方式与内容要为学习

者所接受。在涉及文化问题时我们往往重视古代文化，在教材的

专题性介绍中传统文化比重较大，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希望了解现

代的、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产品的介绍过于简单化，有符

号化倾向，往往局限于气功、武术、剪纸、中国结、熊猫、长城

等等，而各种教材频繁出现这些相同的产品，会使学习者产生厌

倦甚至排斥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对于文化传播中的“古”

与“今”、“同”与“异”的比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中国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政策与实践虽然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但是今后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相当长远，需要吸取其他国家

传播本国语的经验，将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提升到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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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최근 30년 중국 대외 중국어 교육 정책의 발전과 변화

왕 쟝

본고는 최근 30년 동안의 국 외 국어 교육 정책의 발   변화를 살펴

보고, 그간의 외 국어 교육 정책이 외 국어 교육의 실천을 어떻게 이끌

어 왔는지를 살펴보고자 한다. 

1984년 이후의 외 국어 교육 정책은 세 단계로 나 어 볼 수 있다. 첫 번

째 단계는 독립 인 학과 건립을 심으로 한 건설 시기이다. 두 번째 단계는 

국어를 배우기 해 국으로 온 외국인을 상으로 한 국어 교육의 속 발  

시기이다. 세 번째 단계는 ‘공자학원’ 건립을 통한 국어의 국제  시기이다. 

본고는 외 국어 교육의 정책과 실행상의 발  과정에 한 연구를 바탕

으로, 재 존재하는 문제와 앞으로 풀어야 할 모순에 해 논의하 다.

[주제어] 외 국어 교육 정책, 외 국어 교육학과, 공자학원, 국어의 국

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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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Policy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n China

Wang Ruojiang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policy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n 

China, and how they guide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hree stages has been experienced since 1984, which are: 1, 

establishing the independent subject as the core objective；2，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 China; 3, promoting Chinese abroa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orldwide. Based on the 

study of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the paper will put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contradiction that need to be solved.

[Key words] policy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moting Chinese ab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