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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需求与对外汉语教学∗
李 宇 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今外籍人士的汉语学习需求来自六个方面，抱有这些需求的学习
者所期望达到的汉语水平可归为三个等级，应据此合理设计教学与考试。本文还认为，对外汉
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不仅要研究并及时满足已有的汉语学习需求，更重要的是提升汉语的价值，
扩大学习的需求，当前应努力争取汉语在经贸、旅游、留学、外交和国际会议等领域的地位。
关键词 语言学习 需求
有组织地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起码可以上溯到汉代。付克（1986，P3）指出，东汉明帝在永
平九年（公元 66 年），曾经为功臣樊、郭
、阴
、马四氏之子弟设立学校，时称“四姓小侯学”
。“四姓
小侯学”声名日彰，“匈奴亦遣子入学”
。教匈奴子弟学汉语，便有对外汉语教学的意味。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北魏时都城洛阳“夹御道有四夷馆”，并说：“自葱岭已西，至
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
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①文中虽然没有具体记载这万余家“乐中国土风”的“附化
之民”，怎样学习汉语或怎样令子弟学习汉语，但相信当时必然会有针对他们的汉语教育。
当然历史上也有为怕“泄漏我国百姓情况”而政府明令不准教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例如
16 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
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
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
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②教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属“处死不贷”之罪，是明代
禁海锁关政策的体现。
但总体而论，自东汉以降近两千年，经盛唐，历宋元明清至于民国，对外汉语教学时盛时
衰，但却持续不绝。③当然，对外汉语教学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成为国家
的一项重大事业，还是 1978 年以来近二十几年的事情。④二十多年来，来华留学生人数、对外汉语
教学的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与海外汉语教学界的合作等等，都有了长足进展，以至于“对
外汉语教学”这一概念已经涵盖不了它所开拓的这番事业。⑤如何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学界已
∗

2004 年 12 月 5 日，上海财经大学举办商务汉语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作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对外汉语
教学》的学术报告，本文是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①
《洛陽伽藍記校注》（范祥雍 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156－157 页，中华书局，1983 年。转引自袁伟时（2003，P9－10）。
③
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发展，参见鲁健骥（1998），张亚军（1990）。
④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1950 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状况，请参见吕必松（1990），刘珣（2000，P37～
56），赵金铭（1989），张德鑫（2000）。
⑤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已经不太满意了。其一，教人学习汉
语，是一门学科，并不仅仅是“教学活动”，而且仅有“教学”也是不够的，需要一系列的“教育”环节，因此
有人建议改为“对外汉语教语学”。其二，对外汉语教学只适合指称我国在本土开展的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活动，
但是这一概念不能涵盖国外开展的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活动。其三，开办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传统，华
语教学是华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华侨的后裔大部分具有外国国籍，但是，他们与一般的外国人显然不
同，汉语（华语）必然是他们的母语，因此华语教学不能称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些不满意都是有道理的。本文
还沿用“对外汉语教学”，是因为：第一，本文的视野虽然在整个世界汉语教学，包括国外的汉语作为外语的教
学和华语教学，但主论对象是我国开展的或我国主导的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活动；第二，理想的状态是，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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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见叠呈，比如，提出应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汉语国际传播和国家和平发展的重要措施；注
意世界华人社会的语言沟通，合理解决汉字教学中的简繁体问题，形成汉语国际传播的合力等
等。政界更是高招频现，比如，举办“汉语桥”工程，开办“孔子学院”，招募对外汉语教学志愿
者，召开世界汉语大会等等。本人不敏，但也常想为近来出现的“对外汉语教学热”贡献点智力。
本文拟从语言学习需求的角度来谈谈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

一、汉语学习的需求及汉语水平等级
1.1 汉语学习的需求
语言学习的需求是语言学习的原动力。有需求就要有满足，满足语言学习需求的活动就是语
言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语言学习需求就是他的学习动机。对于语言教育者来说，满足学习
者的学习需求，就是语言教育目标。因此，研究语言学习需求对于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是异常
重要的。学界虽然也不断关注外国人汉语学习的需求问题，但是，这一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规划
密切相关的课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缺乏科学管用的研究成果。
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的需求，无论是需求的强度还是需求的方面，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变
化。总体而言，当今外国人的汉语学习需求大致来自如下六方面：
A．了解新鲜事物
在西方人眼里，起码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神奇而充满魅力的国度，汉语汉字
汉文化奇妙无比，为满足好奇心而接触汉语，学习汉字，在西方绝不是个例。
B．到中国旅游
当代的世界，旅游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消费活动，到中国旅游，是许多外国人的愿望。
特别是我国承办世界性的运动会、博览会以及各种会议等越来越多，更是增加了外国人到中国旅
游的机遇、亮点和吸引力。为了到中国旅游需要学点汉语。
C．就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令世界瞩目，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外国公司纷
纷进入中国市场，许多国家的有关中国的事务也多了起来，重要起来，这就需要大批懂得汉语、
了解中国的人才，于是也就产生了许多与汉语汉文化有关的工作岗位。为了得到这些工作岗位，
就需要学习汉语。
D．到中国学习
中国有独特于世界的学问和艺术，如中医中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文字学，
中国文学，中国武术，中国戏曲等等。这些独特的学问和艺术，吸引一代又一代外国人来华留学。
随着中国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非中国传统的现代学术和艺术领域，中国也逐渐呈
现出来自己的一些优势。这些新生的优势学科和艺术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为了
到中国学习，需要学习汉语。
E．研究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大国，研究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任务，也是世界学人的任务；中
国是当今世界上昂首迈进的正在走向强大的国家，不仅学者要研究它，政界、经济界、外交界等等
也要研究它。过去，几百年间在东洋和西洋形成了“汉学”或“中国学”，其影响延绵至今。近几十
年来，对现在中国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如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人口制度、中国民族问
题等等。研究中国，成为“中国通”，需要学习汉语。
F．欣赏、传播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许多西方学人，非常欣赏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致力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他
们是中国文化的认同者，而且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具有当今时代特点的汉学家。文化认同是最大的
字面上能够很好地反映概念，但是名称必然只是概念的符号，许多情况下名称在字面上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概念，
仅从字面上望文生义地理解概念常常行不通。例如“主语”在语义上并不都是“主动”的或“主要”的；
“文学
语言”作为语言学术语，指标准语（偏重于书面的）
，其意义并不是文学作品里所用的语言。而且，一个普遍用
开了的名称改起来也困难，若无大碍，不改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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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需求，具有长久不衰的学习动力。当然，他们不仅学习汉语，而且常常在汉语研究和汉语教
学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都能有所建树。
1.2 汉语水平等级
这些不同的汉语学习的需求，决定了学习者对自己汉语学习水平的不同期望，从而形成不
同的汉语学习目标。依照这些不同的学习期望或学习目标，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掌握汉语的水
平：I、初始汉语；II、常态汉语；III、高深汉语。
I、初始汉语
A（了解新鲜事物）和 B（到中国旅游）两种需求，对语言学习的深度要求不高，只期望对
汉语汉字有所接触，掌握一些简单对话，达到初始汉语水平。在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这一块
常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教育规划和应有的学术研究和。其实，学习“初始汉语”的人数可能非常
之多，也许是当下和今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重要生长点。经过初始汉语的学习，许多人也许会
产生继续学习的兴趣，如果引导得法，初始汉语学习者可能会成为常态汉语学习者的源源不断
的后备军。
初始汉语教学，具有趣味性、速成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必须摆脱学院式的教学规则，编制饶
有趣味的速成课本，并更要注意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和学习者的本国文字。要设计不同学习时间长
度的教学方案，可以多在学习者本土办学。要利用奥运会、世博会等机会开办初始汉语班。要注意采
取各种方法，激发学习者深入学习汉语的欲望，把初始汉语学习者看作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温
床。
II、常态汉语
抱有 C（就业）和 D（到中国学习）两种需求的汉语学习者，构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主层
面。以往学习汉语的学生，有不少就是为了到中国学习。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在这方面发
展起来的，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过去来中国的留学生，多是为
了学习中国传统的学问和艺术，而今天，到中国学习现代学问、研修现代艺术的留学生正逐渐增
多，这些留学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汉语水平，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值得深入研究。同时，
以往对于以就业为目的的汉语学习谋划较少，经验较少。不同的就业岗位，需要达到的汉语水平
必然会有差异，需要掌握不同的专业词汇，需要使用不同就业岗位的语言技能。这是一方对外汉
语教学的新天地，必须尽快研究并大力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适应不同工作岗位的汉语教学。
III、高深汉语
满足 E（研究中国）和 F（欣赏、传播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两种需求，需要较高的汉语水
平。抱有这两种需求而学习汉语的人数不会很多，但是意义重大。一个汉语言文字学家，一个汉学
家，就是一个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源，值得花大气力进行培养扶植。历史上，东洋和西洋都曾经出
现过不少汉学家，近几十年也有一些到中国留学的外籍人士成为汉学家，但是总体而言，我们
还缺少培育汉学家的经验，缺乏培育汉学家的得力举措，甚至缺少培育汉学家的自觉意识。眼看
国外老一代汉学家相继辞世或退休，这一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
依照不同学习的需求划分出来的如上三级，当然是概念性的，每一级别内部又都有许多具
体情况。这些级别及其内部的各种具体情况，对教学，对“汉语水平考试（HSK）”等等，都有不
同要求。应当根据不同类别进行不同的教学设计，从而带来教材的多样化，教学的多样化，考试
的多样化。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认真分析世界上汉语学习的需求，
根据需求发现新的增长点，开辟新的工作面。

二

提升汉语价值，扩大学习需求

2．1 努力提升汉语价值
对外汉语教学，是要满足外籍人士对汉语学习的需求，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更应
当学会制造国际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某一语言有无学习需求，有多高的学习需求，取决于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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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社会需求；而该语言有无社会需求，本质上取决于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凡是
今天还成活着的语言，凡是还有人去学习的语言，包括日常生活中已经不用的古老的拉丁语、梵
语之类，一定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这价值，或是物质价值，或是科学文化价值，
或是民族情感方面的精神价值，等等。所谓制造汉语学习的需求，其实就是千方百计地提升汉语
的价值。
语言价值的高低涨降，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在族际、在国际上的地位的高低升降相关。盛唐之
世，中国国力强盛，亚洲各国纷纷来华留学，学习汉语汉文化，形成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
第一个高峰期。与此相对照，19 世纪下半叶 20 世纪上半叶，列强侵食，国势羸弱，来中国留学
者寥寥无几，对外汉语教学几乎中断。刘珣（2000，P37）指出：
“有的资料曾提到 40 年代燕京大
学的外国留学生要求学习汉语，当时只能请一些既无语言方面的科学知识又不懂外语、但古文很
好的教会中的老先生来教。”何以没有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因为贫弱的中国的语言对外国人来
说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有此学习需求的人太少了。
语言的价值可以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强盛自然增殖，但是仅此显然不够。英语在当今世界上的
强势地位，不仅与当年的大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力有关，也与英美合力向世界推
销英语有关。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使汉语发展为强势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制造国际上对含语的
需求，科学制定汉语国际传播的规划，全面而快速地提高汉语的国际价值。这种语言规划不是一
个部门的事情，而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国家各部门通力合作，需要学者和民间组织全力
参与。
2．2 扩大汉语需求的若干方面
只要有提升汉语价值、扩大汉语学习需求的自觉意识，当前便可在许多领域中有所作为。例
如：
1．经贸
中国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世界大市场，应当要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品，其广告、产品说明和产
品上的文字标示等使用中文或附有中文，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①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
加工厂”，出口的产品，其广告、产品说明和产品上的文字标示等应有意识地使用中文或附有中文，
使汉语文伴随着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从多元文化和国家平等的角度，应当要求和维护中文在世界
经贸组织、经贸往来中的地位，比如在经贸谈判中适当使用中文，在制定经贸规则、签订经贸合同
时，使用或附用中文文本，并逐渐争取中文文本同英语等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济贸易从
来都是语言传播的最重要的动力，通过经贸来提升汉语的价值，扩大学习汉语的需求，空间十
分广阔，力量十分巨大。
2．旅游
中国拥有丰富的对世界充满魅力的旅游资源，加之 2008 年奥运会、2010 年世博会等世界性
的各种盛会，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一定越来越多，并会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旅游高潮。为了方便外
国客人，让热情好客的中国人学点外语，在一些旅游设施、旅游宣传和具体导游之时使用点外文，
对于发展旅游业是有好处的。但也不能忘记，要自觉利用旅游来传播汉语汉文化。例如，引发外国
客人对汉语汉字的兴趣，印发汉外对照旅游用语或是双语旅游手册等等；例如，在旅游期间开
办汉语短期学习班等等。对于我国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国际盛会，还可以事前在国内或国外举办
汉语汉文化的培训班，编写汉语 900 句等等。利用旅游来传播汉语，会在全世界制造良好的汉语
氛围，获得超乎意料的效果。
3．留学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到中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由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独特的学问、
艺术，开始向其他学科拓展蔓延，并有了多种学位教育。这是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吸引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在汉语文要求方面一开始可以放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通过教
育推广汉语也是需要及早谋划的大事。其一，重视留学生语言预备期的汉语教学，以解决教学语
①

据估计，仅此一项，就可以增加许多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岗位，不仅有效扩大汉语学习的需求，而且也会
为中国人才提供相当可观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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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问题，保证教学质量。其二，课程学习期间，注意继续提高留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时时提供
汉文化的熏陶。其三，在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等方面，一定要有关于汉语文的要求。切不可小视这
种汉语文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国际通例，是教育规格的体现，是教育主权的表征，同时也是
传播汉语汉文化的大指挥棒，也是树立以汉语文为载体的科技文献的国际威望的重要举措。
理论上说，凡是申请中国学位的，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使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规
范汉字）或是相关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能力，具体表现就是，用中国语言文字撰写学位
论文和进行论文答辩。鉴于中国教育刚刚走出国门，可以在提倡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撰写学位论文
和进行论文答辩的前提下做些变通。比如可以这样规定：
1）凡是学习研究中国独特学问、艺术的，如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医学药学、中国绘画、中国古建筑、中国传统戏曲、中国体育等等，必须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撰写论
文和进行答辩。
2）凡是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可以称为“现代中国学”）的，如中国经济管理、中国政治制度、
中国新闻状况、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农村发展战略、中国教育政策、中国外交史等等，可以暂时允许使
用外国语言文字撰写论文，但是必须用中国语言文字撰写论文提要，使用中国语言进行论文答
辩，并提交中国语言文字的论文副本。
3）研究其它学问的，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计算机科学、医学
、
农学等等，可以暂
时允许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撰写论文和进行答辩，但必须用中国语言文字撰写论文提要，并提交
中国语言文字的论文副本。
4．外交与国际会议
国际上的外交通用语言是有规约的。当年，拉丁语、法语之在欧洲，汉语之在东部亚洲，都曾
充当过外交通用语言。今天，世界上的几个大语种，特别是英语，充当着外交通用语言的角色。中
国的外交当然应遵从当今外交的语言规约，但是，汉语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也是工作语言，
而且在外交场合使用本国语言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也是国际规约。因此，要充分发挥汉语在联
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的作用，要争取汉语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在正式外交会议和双边外交
中注意使用汉语文。努力提升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制造汉语的外交需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用汉语发言，用汉语答问，就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此外，要努力争取汉语作为各种国际会议的会议语言。特别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国
人参加较多的国际会议，讨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文学艺术、中国历史及其他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
应当学会在国际交往和经贸往来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需要汉语文本。”
“我使用汉语发言。”
“我需要汉语翻译。”
2．3 其他相关问题
1．“固化”汉语的价值
汉语的价值，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它“固化”下来。证书是重要的固化形式。证书的获取有些
可以通过修业，多数还是通过考试，因此首先是要开发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汉语学习需求的考试，
除 HSK 主干考试之外，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新开发的商贸、旅游
、文秘及幼儿等
汉语水平考试，便是这种开发思路的实践。证书不仅要多样化，更要同劳动市场挂钩，同与汉语
相关的各种就业岗位挂钩。也就是说，要把汉语的价值固化到证书上。
法规也是固化汉语价值的重要形式。比如关于外国人申请中国学位的语言文字要求，如果写
进学位条例等教育法规中，其影响是很大的，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利用证书、法规等来固化汉语价值的时候，要注意发挥外国及其公司的作用，特别是要注
意形成他们的内动力。比如，支持许多国家把汉语作为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外国举办或
与我合办汉语教育机构，注意发展 HSK 同国外的一些汉语考试的联合关系或互认关系，从而使
HSK 考试证书同国外劳动市场挂钩，同国外公司的招聘、晋升、提薪等用人制度挂钩。
2．重视海外华语
在提升汉语价值、制造汉语需求时，还要特别重视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华语在各个国家地位
的提高，也会使整个汉语的需求上升。海外华语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先遣队，华语教育是世界汉语
教学的“小本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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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话、简体字问题
在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时，还必须巧妙处理汉语汉文不一致的问题。汉语的不一致，是指普通
话与方言的不一致；汉文的不一致，是指汉字简体、繁体两套系统。理论上说，普通话和方言，简
体字和繁体字，都为中华民族的交际和文化传承发挥了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是中华文化
的宝贵财富，都需要珍爱和传承。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提倡较普通话和简体字，这是因
为：
1）普通话和简体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外国朋友学习汉
语，就应当教规范的汉语汉字。
2）从长远看，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就必须使用普通话和简体字，方言和繁体字只
适用于特殊的领域或特殊的区域，只有那些学习和研究这些特殊领域的外国人，只有那些专同
某些区域进行交际的外国人，才需要学习方言和繁体字。
3）对外汉语教学也是重要的教育经济活动，用简体字教普通话的教材，用简体字编写辅助
教学读物等等，其经济利益最终汇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4）更为重要的是，制造汉语需求、提升汉语价值，在汉语汉文不一致的情况下，其实主要是
要制造对普通话和简体字的需求，提升普通话和简体字的价值，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
《人民日
报》（海外版）过去用繁体字对外发行，后来改为简体字，这种改版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①

三、结语
外籍人士的汉语学习的需求，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基础，需要认真研究。当前外国人
学习汉语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六个方面：A．了解新鲜事物；B．到中国旅游；C．就业；D．到
中国学习；E．研究中国；F．欣赏、传播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因此而学习汉语的人，他们期望或
是需要达到的汉语水平可以分为三级：初始汉语、常态汉语和高深汉语。必须根据汉语学习需求和
由这些需求而决定的汉语水平等级，进行不同的教学设计，促进教材多样化、教学多样化和考试
多样化，开拓对外汉语教学领域。
不仅应积极满足外籍人士现有的汉语学习需求，更要努力创造国际上新的汉语学习需求，
提升汉语的价值，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当前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是经贸、
旅游、留学
、外交和国际会议等领域。此外，要注意用证书和法规的形式来固化汉语价值，要重视海
外华语的作用，要努力树立中国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国际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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