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关于对外汉语教学
的历史&现状



最早见诸史籍的对外汉语教学记载
是……？



东汉明帝年间公元66年，设“四姓
小侯学”,“匈奴亦遣子入学”。



三国时有东吴士燮在交趾（今属越南）
“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的记载。

《日本古事记》等载：约285年西晋
武帝时，百济的王仁东渡任教，带来

《论语》《千字文》等书。



第一个著名的汉语学生，应该是鸠
摩罗什（Kumārajīva，约344－413）。
《高僧传》多见“渐习华言”、

“不久即通华言”之语。



成规模的汉语学习者群，始于“遣隋
使”“遣唐使”。唐时又有高句丽、
新罗、百济“来入国学”，这些学子
还可以参加科举、做官，最著名如阿

倍仲麻吕（晁衡）。



在西夏，约当南宋1190年，出现了
中国本土第一种双语对照词汇手册

《番汉合时掌中珠》。

另有一种西夏字书《要集》，每个字下注
有汉字释义以及用西夏字标记的汉字读音，

也有助习汉语之用。



弘法大师（空海，774～
835）的《文镜秘府论》,

是谈写诗作文的书。钱钟
书说此书“粗足供塾师之
启童蒙”,郭沫若则认为
该书反映了当时教外国人
的方法。此书似可定位于
教（日本）成年人的写作
教材。空海在长安留学时，
老师大概就是这么教他的。



元末明初，出现了（高丽
人）学习汉语的专业教材
《老乞大》和《朴通事》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
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
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

得时，别人将咱们做什么人看?”



明万历以后至清雍正约150年间，大
批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来华，
成为学习汉语最为活跃的主导群体。



 1、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布教义以及政治、外交、

商业等方面的利益，与此前周边国族仰慕、学习

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2、因其传教等动机强烈，所以充分认识到学习

口语、编写词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这一波汉语学习高潮的特点



由于耶稣会士要求中国教徒改变
祭天祭祖祭孔传统、个别传教士
介入权力斗争等原因，1723年雍正
禁止其在内地传教，只许在澳门
居住。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人
学习汉语转入低潮，直到1840年
鸦片战败，重开国门，更多的西

方人来到中国。



 雍正时1728年签订《恰克图条约》，首次把
接受俄罗斯6名学生来华学习写进条款。

 万历至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制了罗马字拼
音制式、编著了双语辞书、撰写了语法著作，
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均有建树。仅辞
书一项，据统计1575-1800年出现过的就有
65种之多，绝大多数流传至今。

 1759年洪仁辉事件后，乾隆严禁外国人学习
汉语、购买中国书籍（至中美《望厦条约》
专款废除）。



1840年以后，外国人汉语教、学有了历
史性的飞跃，重要标志即此期编写了大
量教材，其中最富首创精神、影响最大
的当数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67)。



威妥玛的另一重大贡献即创制
“威氏拼音法”(韦氏音标)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1841年随军入华
，1871年升任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1888年
起在剑桥大学教授汉语直至逝世）

 Kungfu？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ang Kai-shek？



晚清也开始出现职业的汉语教师，如

1879-1882年间正式受聘于哈佛大学

教中文的戈鲲化。这是去美国大学从

事汉语教育的第一位中国教师。因其

教学成绩卓著，在美国影响相当大。



民国肇造，一元复始。中外
交流进入一个自然、自由的
短暂繁荣期，(对外)华语教
育也开始呈现主动、自觉的

态势。姑举两例：



 1、出版针对海外并区分地域的汉语教材。比如商

务印书馆沈百英编写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分为
三个版本：“大陆本”(1933年5月)、“日鲜
本”(1937年1月) 和“南洋本”(1938年6月)。

 2、对外汉语教育进入专家学者的视域。1939年12
月，燕京大学陆志韦(著名语言学家，后任燕大校
长)与其他学者发起成立“国语教育研究会”，在
发起宣言中，就理论和实用各提出三个研究任务，
其中实用方面第三项即“怎么样教外国人国语”。



 1、在华坚持时间最长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7- 1941
年底)，虽然主体内容是教会事务，但同时也有大量关
于学习汉语的内容和资料。

 2、华北协和语言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1913-1949),“出色的中文教育，吸
引了大量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军人、学者来此学习
，这样的作用在美国汉学界尤为凸显。”

在华西方人延续了学习汉语、研究
汉语的热情（核心群体则由欧转美）



1950年9月，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
文专修班”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该班
转入北大(同年朱德熙外派)。此后又逐渐
增加了朝鲜、越南学生，并向亚、欧、非、
拉美外派汉语教师。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
颁布。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
(邓懿主编) 《汉语教科书》
出版。



1962年6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成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
（此前一年“专修班”学员已转
来，准备独立建校）。

1964年6月，该校定名为“北京
语言学院”（文革中断，1973年
复校）。



相关背景

 1961 年，高教部从北京大学等校中文系首次选拔35 名优秀
毕业生作为出国储备师资，进修英、法、西班牙、阿拉伯
等外语。到 1964 年，共培养了 4 批 150 多名汉语教师。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次年中美签署联合公报，中日
邦交正常化。1973 年第 28 届联大把汉语列为工作语言。



1978年，北京语言学院为培养汉语教师、汉语翻译等
汉语工作者开设本科“现代汉语专业”。
各校纷纷开设留学生汉语短训班。打破了单一生源、
预备教育为主的旧格局。

1983年，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

198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华东师
范大学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本科4年制）。
1986年，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开始招收对外汉语
专业方向的硕士生。



1987年7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由多
个部委办组成“国家对外汉语教
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常设机构。

1988年，《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
等级大纲 (试行 )》发布。HSK内
部开考。



阶段数据

1950 ～ 1977 年间，总共接收留学生不足万人(1950 ～ 1965 
年 3312 人，1966 年 3736 人， 1973 ～ 1977 年 2066 人)。

1978 ～ 1987 年，仅政府渠道就接收了近百个国家 1 万多
名长期留学生，另有难以统计的各高校每年自行招收的大
量短期进修生(如 1984 年全国接收短期留学生就达 13 000 
余人)； 9 年间全国有 63 所高校恢复或开始接受留学生，

40 所高校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并且逐渐由“留学生
教研室”发展成“中心”“学院”建制。来华留学生由改
开前的预科教育为主，转变为以长短期语言进修为主。



1998年，北京语言大学获设首个“对外
汉语教学”博士点。

2004年，首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

2007年，“孔子学院”总部揭牌于国家汉办。



迄今累计在164个国家(地区)建立552所
孔子学院和1172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
220多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

2020年7月，孔子学院品牌转由“中国
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负责运营。“国
家汉办”职能移交教育部“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



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
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外
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自2021年1月25
日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6月11日

截至2020年底，HSK已在全球156个国家设立1207个考
点，累计服务各类考生4000多万人次。
汉考国际总经理李佩泽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1年04月09日

“2010年约有1亿外国人学习汉语，2013年学习汉语的
外国人约达到1.5亿人。”



关于汉语教学的一点个人经验…



二、关于HSK改革



1981年，托福（TOEFL）考试进入中国。

1984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
学）成立汉语水平考试设计小组。

1987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成立。



1989年，北语成立汉考中心，同年在
国内正式推出HSK考试。

1990年，HSK（初、中等）通过专家
鉴定。次年开始向海外推出。

1992年，国家教委正式确定HSK为国家级
汉语水平考试。



1993年，HSK（高等）通过鉴定。

1997年， HSK（基础）通过鉴定。

1995年，国家教委发文要求留学生凭
（HSK）“汉语水平证书”注册入学。

1997年，国家汉考委成立。



HSK1.0“三卷四等11级”体系



 1、《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2、《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3、《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共三种：基础、初中等、高等）

形成了与考试体系配套的等级
大纲和考试大纲



备受诟病的缺点

 1、等级体系过于复杂

 2、单卷跨度太大

（尤其是“初中等”一卷6级）

 3、考试太难

 4、考试内容过于偏重语言知识而非

语言（交际）能力



2003年，国家汉办主导开始研发BCT
（商务汉语考试）、YCT等关联考试。

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京举行。

2009年，国家汉办的新HSK正式推出。



新HSK的宗旨

 1、更多注重考察语言应用能力

 2、以考促教，以考促学

 3、降低难度，扩大市场（产品化）



新旧HSK的简单对比



新旧HSK的简单对比.1



HSK2.0的问题

 1、卷数繁多（一级一卷）

 2、难度偏低，不能准确体现考生水平

（例释）



HSK2.0的问题（例）



2020年，确认启动HSK3.0改革。

2021年4月，《国际
中文教育中文水平标
准----语言文字规范》
出版发布（北京语言
大学出版社）。



同时出版了配套的 刘英林 马箭飞 赵国成 主编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新《标准》的指导原则







新《标准》的“新”

 1、增加了“音节”一项标准和要求

 2、重新提示“语法”的重要性并给出了

具体量化标准

 3、强调汉字书写能力的考察

 4、“听说读写”之外补充了“译”这个

能力项



HSK3.0目前已确定的信息

 1、首先增加HSK7-9级，形成“三等9级”考试等级体
系。该考试将采用“一卷3级”形式，即一张试卷，根
据成绩确定级别。

 2、HSK7-9级（高等）将于2021年12月试考，2022年3
月正式推出。

 3、现行的HSK1-6级考试近期不调整。未来3-5年将会
依据《标准》和学习者实际情况，在《标准》所规
定的范围内逐步进行适度调整。



新旧HSK考试结构对比



7-9级高等考试的可能呈现

 1、考试结构大体回归HSK1.0(高等)模式

 2、“阅读理解”难度较前大幅提升

 3、“译”能力项的考察或增补进入“综合

表达”部分

 4、作文题型不同于原HSK6级



新高等HSK的阅读

1、可能恢复“快速阅读”部分

2、单位时间阅读量的提升



关于快速阅读



关于快速阅读



关于阅读难度

高等考试的难度除了体现在词、句、段、篇的更

高复杂程度，也更多体现在阅读速度上：

 1、旧HSK(高等)的“快速阅读”部分，要求阅读速度是

200-250字/分。

 2、旧HSK(高等)的“多项选择”部分，要求阅读速度是

140-180字/分。

（HSK6级阅读最难的第四部分即“多项选择”，

所需阅读速度约120-150字/分）



新高等HSK的“综合表达”1



新高等HSK的“综合表达”2



新高等HSK的“综合表达”3



新高等HSK的“综合表达”4 ？

段落翻译？



新高等HSK的写作



（HSK6级的写作）

…………

（原阅读文本约1400字）



原1-6级考试的可能变化

 1、增补“音节”部分的考察内容

 2、“语法结构”题型部分回归

 3、(在中高段体现“译”能力项的考察？)

 4、原HSK6级总体难度下调



关于“音节”的考察

刘 英 林 、 马 箭 飞

《汉语国际教育用

音节汉字词汇等级

划 分 》 （ 国 家 标

准·应用解读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2010.



关于汉字书写

 背景：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区分
“认字表” (3500字）和“写字表”（2500字）



旧HSK1.0“语法结构”部分题型



旧HSK1.0“语法结构”部分题型



以上仅供参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