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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调查采访和政策分析发现，当前国家汉办支持的在美中小学中文项目暴露出

一些问题：美国政府要求赴美中小学教师必须来自中国中小学，而中国中小学对外汉语师

资奇缺；美国教师资格证办理繁琐、花费较大，而赴美教师因任期较短使得资格证办理处

于两难境地；赴美教师往往不能汉语英语兼优，且不了解美国教学理念和方法；目前主管

机构组织的培训缺乏针对美国学校现状的课堂管理和教学方法内容。建议国内主管部门积

极做好中美政策协调和国家政策调整；各培训机构应提高培训实效；赴美教师要认真学习

教学方法、提高文化适应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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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促进中国语言文化在全球的推广方面正发挥着重

要作用，其发展表现出速度快、规模大、影响力广的特点。①当前，通过美国孔子学院建

立和正在运行的项目有：汉语语言文化课程、中国文化活动、中美学者、学生交流互访活

动、中美学历及非学历项目对接、中美学生学分互认、学术及非学术合作研究等等，合作

层次涵盖了大学、中小学、社区等各个方面。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宏伟项目也存在

一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运作成效，还可能带来国际范围内的影响，有些问题甚至表现得特

别突出、亟待解决。 

        二、近几年海外孔院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自 2008 年孔子学院创办以来，汉办中文项目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数量、规模、项

目增加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方面的问题。 

        （一）对外汉语教师方面的问题 

        此类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素质和特点上。尽管国内对汉办教师有较高的要求，但总体

来看赴美教师的综合素质仍旧不高。②具体表现在：（1）教师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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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缺乏建立课程和教学体系意识；①（2）教学方法和形式单一陈旧，缺乏了解和适应美

国学生的能力，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②（3）心理素质弱、文化交流能力低、常与学生发

生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③（4）汉办教师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一般为两年服务期，服务

期结束就必须回国。④类似的问题更降低了学生对中文本来就不高的兴趣，很多学生因此

流失。而且近几年的研究⑤⑥表明，教师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二）教材方面的问题 

        美国中小学大多采用自编教材，缺乏优质的、通用性较强的教材，小学阶段的中文教

材缺乏的情况尤为严重。美国针对小学生设计的中文教材数量及其有限，可供选择的范围

很小。教师急需编写原则明确、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互动性实践性强、贴近学生生活、

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内容的教材。⑦初、高中阶段虽然教材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层次之

间的界限不够清晰，针对性不强，个别教材（如《中文听说读写》）既被用于初中、高

中，同时也在大学中广泛使用。⑧  

        （三）合作项目在美国存在的风险问题 

        近几年，美国在对待汉办教师以及与汉办合作方面态度多变，不仅表现出政策的收

紧、还有部分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等。⑨这些外来的因素对汉办在美国推广中国语言文化项

目带来了潜在甚至实际的冲击。已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思考这些现实及潜在的风险因素，

并积极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建章立制、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积极的探讨。⑩但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当前美国中、小学中文项目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 

        本研究持续一年半时间，运用实地观察、调查采访、政策分析等方法，考察了美国

中、东部地区 26 所中、小学教学点的相关中文项目以及美国部分地区汉办支持的中、小

学中文项目运行情况。调查采访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美方管理层领导，包括中、小学

校长和项目主管，主要了解美方学校对汉办中文项目和中文教师方面的满意度；第二类是

汉办教师，主要搜集他们在赴美前后、教学过程以及文化适应等个人体验的问题。有关政

策分析主要涉及了 2012-2016 年美国对 J-1 交流访问教师资格的政策变化以及对该类教师

之教师资格证的有关规定。从美国对教师资格的要求、培训的设计和安排、教师教学理念

和方法、中外合作前景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美国对中、小学教师资格要求的问题及对策 

        2015 年及以前，赴美的汉办教师（不包含志愿者教师）主要来自国内高校，因此，

来美国中小学任教的教师几乎都是大学老师。2016 年，美国政府要求来美国中小学工作

的访问教师必须来自于国内相同或对等级别的学校（即小学对小学、中学对中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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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两年国内中小学教学经验、赴任前必须在中小学任教，① 2017 年政府换届后对使用外

国雇员政策骤然收紧，这些无疑给国家提出了很严峻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在美项目必会受到不良影响。 

        因此建议国家尽快评估美国政策变化给项目带来的冲击，尽快联络有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外事外交部门，启动对于中小学在对外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和比重的讨论，并根据情

况，及时调整汉办教师的来源、结构、选拔、待遇、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了

保证项目不出现大的波动，国家需要根据现实需求，积极调整近期和中远期目标和相关政

策，并积极做好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协调工作。 

       （二）赴任时间问题及对策 

        当前，汉办教师赴任的时间与美国本土中小学开学时间有一定冲突。国内中小学课程

结束一般在七月中旬，汉办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最早在八月上旬结束，美国中、小学秋季学

期一般八月中旬开学，教师常常无法按时到岗，即使少量教师能匆匆到任，因为没有时间

熟悉情况和接受岗前培训，他们也常常仓促应战、乱作一团、不知所措。这种状况也会大

大增加沟通成本，甚至造成项目中断、合作关系崩溃。 

        建议汉办及各级行政部门首先要充分考虑美方学校的实际情况，及早做出各种计划，

为教师们的顺利派出做好准备，特别是要调整培训时间和方式，适度增加网上培训或自学

内容，也可以让多方培训机构分担培训任务。同时，国家汉办也可以积极与教育部门商讨

对策，在调整学期设置、教师工作安排、派出赴任时间等方面进行灵活调整。引导教师改

变急功近利的思维，如果有赴外兴趣，多注意中美学校的学制、学期特点，在心理上多做

准备，避免仓促赴任。 

       （三）教师质量问题及对策  

 尽管前述许多学者看到了教师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对问题的实质没有进行全面深

入的分析。然而看待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应当看到其反映出的的理念问题、

观念问题、以及核心症结。  

        目前汉语专业教师英文水平有限，所以现在被录取到美国任教的教师大都为英语专

业。他们缺乏汉语专业学习背景，存在中文专业知识严重匮乏、基础知识相当薄弱的问

题，课堂中经常出现汉字书写错误（笔顺错误、错字、别字）、拼音错误（声调标注错

误、写错拼音、平翘舌错误、“n”“l”不分）、板书不规范、语法逻辑错误等低级错

误，更不用说会书法和诗词等较高级的能力。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能力不够，核心

问题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规模不够，导致只能选拔英语专业教师。 

        另外，上述现象还反映出两个普遍的理念性错误，一是会说汉语就能教汉语，二是会

说英语就能教美国人。其实，对外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扎实全面的汉语基础，同时需要具备

先进的国际教学理念和能力。外语能力在课堂教学中不应过分强调，因为美国外语教学强

调尽量使用目标语。现在大多数教师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现状，教学思想仍

属于传统的应试教育背景下授课模式，上课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教授枯燥

知识而不是培养语言技能和学习能力，教师满堂灌而不是还时间给学生，课堂语言大量使

用英文而不是汉语，这势必造成学生的流失和项目的下滑。其二，不懂第二语言教学。对

外汉语教师要胜任教学工作，要熟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惜的

是，现在赴任教师大都来自于国内一线学校，对美国主流外语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缺乏了

解，对 ACTFL 的五个 C 教学目标覆盖领域（Five C’s Goal Areas: Communication, 

① 参见 https://j1visa.state.gov/programs/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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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and Communities）（译为：沟通、文化、联系、比

较、社区）、三种交际技能（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译为：人际间沟通、个人解释性沟通、个人表述性沟

通）更是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无法制定教学目标、无法设计检测手段、无法开展有效的

课堂教学。 

        建议加强国内对外汉语专业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中英文能力、汉语语言文学及文化知

识、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国际教育理念等方面加强学历教学。引导储备人才积极关注

国际教育理念、了解和掌握教学方法。培训机构在各种实用性技能方面进行重点强化，聘

请美国一线的教学专家提供相关培训。增加国际教学技能考核，从课堂设计的理念，到目

标及检测手段，再到教学过程设计，必须有严格的要求，而且考核专家必须有一定比例来

自国外教学一线，以保证考核录取的质量。 

        （四）培训问题及对策 

        虽然汉办在教师外派前会对所有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但是也仅仅只有几周时间。想要

在如此短的时间达到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深刻领会教学方法有很大的难度。尽管近年来汉

办教师培训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但实效性与组织者的初衷和参与者的期待之间仍

有较大距离，特别是在符合实际且实用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方面仍很欠缺。 

        建议汉办的培训内容尽量接美国地气，培训形式可以把面授和网络培训相结合。大理

会进行的固定的系统网上培训和平台共享的资源、部分孔院的实用性的培训模式很值得借

鉴。另外，汉办与美方孔院在培训方面能互相配合、互为补充、资源共享，以减少浪费、

提高成效。但是，培训也常常不能解决单个教师的具体问题，所以，孔院应该对老师们的

专业成长和业务需求进行足够的评估，从本土老师或现任汉办老师中选取优秀人员担任新

任教师的导师，这样可以跟踪教师个人职业生涯的情况，也利于继任教师进行跟进培养，

形成无缝衔接。 

       （五）教师文化适应问题及对策 

        绝大多数没有出国经历的汉办教师“中国式思维模式”严重，反映在教学工作中的不

切实际的期待主要有：学校有统一的课纲及教材、美国学生会像中国学生一样尊重老师、

自觉遵守纪律、按时完成作业、对中文保持很高的兴趣、家长一定积极配合老师管教孩

子、美方学校热情地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等等。现实情况与这种固有思维往往大相径庭，

这必然给教师造成很大的文化冲突，如果不能尽快转变思维模式、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常

常导致师生关系不良、课堂管理混乱、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落后、同事关系紧张、以及负

面情绪严重。①  

 因此，建议管理部门应当在认知、归因、情感、期望、行为等方面对教师进行培训，

帮助他们尽快了解文化冲击的特点和规律、合理调整期望值、积极融入美国文化、熟悉并

掌握美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熟悉美国的人际关系模式，鼓励教师进行相

关知识储备和能力培养，努力为相关教师提供咨询、辅导、训练，解决较为严重或个体化

的问题。② 

        （六）教师对教学、生活环境期待过高问题及对策 

        在教学方面，汉语在美国尽管总体呈现渐高需求，但这种需求是理性的、缓慢的。美

国民众也不像许多媒体所报道的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狂热。错误地希望全美国有统一课纲、

① 李惠文、李顺清、韩丽芬. （2017）. 在美中文教师常见的文化冲击及对策[J]. 汉语学习与教学研究, 3. 
② 李惠文、李顺清、韩丽芬. （2017）. 在美中文教师常见的文化冲击及对策[J]. 汉语学习与教学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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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教法，错误地期望所有学生都是高素质、高水平、高动机、高

配合。所以，部分教师对赴任学校存在的学生兴趣不高、教学资源缺乏、备课工作量大、

课堂纪律不良感到不能接受和适应。另外，很多老师们对美国的生活环境都期待过高，本

以为美国到处都是天堂般的社会，结果发现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治安问题、交通不便问题

等，于是心理落差很大。也有老师随意和美方提出携带家属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多拿补

贴、希望提供午饭、提供交通工具等无理要求，还有的不守纪律、不守诚信。 

        建议各方在选拔和培训教师时，多介绍美方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关内容的详细讲解和

有针对性训练，积极帮助他们调整期望值。孔院在选拔教师时，要与候选教师进行详细的

互动，做好宣传、解释、纠正工作。赴任后，孔院仍要进行相关培训、提醒、跟进等工

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七）教师资格证问题及对策 

        在东部几个州的调查发现，部分教师因为没有美国教师资格证，已经不得不被迫辞

职，离开本州转去其它地区，因为这些州对于教师资格证的要求越来越严。根据所调查的

几个州的规定，（除特殊情况学校外）一般公立中小学教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证，不具备

美国汉语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不能单独进入课堂教授语言，只能做行政和文化推广工作。为

防止出现法律问题，有些学校不得不额外派一名本土老师（大部分是班主任）在教室“陪

同”汉语老师授课。美国教师资格证的申请非常繁琐，以俄亥俄州为例，申请者必须具有

在本地学校全职任教三年的经历，申请访问教师资格证相对宽松，但是需要委托中介在中

美多个部门进行过去学历、所学课程、任教经历的资料翻译、认证，时间拉得很长，而且

教师个人要负担几千块钱的费用，如果不是硬性的要求，许多教师明确表示不想办理。然

而，美国对于教师资格证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要

么影响汉办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要么影响与美方学校的长期稳定合作。 

        因为涉及两国法律、各州政策、及合作互信等因素，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很大的难度。

初步建议有两个，一是美国大学向汉办教师候选人提供必修课，提前让他们预备抵达美国

前即具备进入美国学校实习的条件，经过短暂实习，即可申请当地的教师资格。二是提前

帮助汉办教师候选人进行各种资料认证，在赴任前就完成访问教师资格证的资料准备工

作，抵达学区后由学区迅速审批，然后进入领证程序，这就会大大缩短资格证申请时间。

当然，汉办也应充分考虑教师的经济承受能力，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费用的负担。另外也

建议汉办积极探讨中国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与美国汉语教师资格证对接和互认的可能性，

并作出积极努力。 

结语 

总体来看，中文的发展使得美方缺少大量的合格的中文教师，所以理论上希望汉办为

他们选派合格的教师，这样会节省美方大量的费用。可是，中方常常无法按时提供高质量

的师资，这就为汉办与美国中小学的合作项目埋下了隐患。通过调查发现，部分美国中小

学流露出要关闭中文项目、考虑招聘本土兼职教师的想法，这对汉办中文项目的稳定和发

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需要认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上述发现的问题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既牵扯两国政策和规划、也涉及教师自身

问题。需要各方建立长远打算、互相配合，不断调查研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方针策略，

使在美的语言文化项目稳定持续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和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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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urvey, interview, and policy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d some issues with the K-12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sponsored by Hanban in the US. These issues include: (1) the 

US government requires Hanban teachers to be from K-12 schools of China but these teachers 

are insufficient in China; (2) a teacher’s license is needed to teach in US K-12 schools, but it 

costs time and money to obtain the license, putting Hanban teachers into a dilemma of licensure; 

(3) by training Hanban teachers are normally weak at one subject area –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y are commonly not knowledgeable about decent American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and (4) the training hosted by Hanban is off the right track –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 to a great degree. It is suggested that Hanban 

conduct a goo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US policy actively and make best adjustment to Hanban 

practice accordingly; training organizations try hard to achieve best training effect; and Hanban 

teachers learn how to teach in American K-12 schools and well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American culture. 
     Keywords: visiting teachers sponsored by Hanban, US K-12 schools, issues, coping 

strategies,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