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2017
No.332

2017 年第 9期
(总第 332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
General 

￣ 64 ￣

① 本文系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资助课题“中国与南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政策及成

效研究”（课题编号：15FZZX02Z）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牛长松，女，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G40-011.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7）09-0003-10

南非是综合实力最强的非洲大国，是我国
推进对非战略关系的重要支点国家。在中非合
作论坛及金砖国家框架下，中国与南非间的教
育人文交流呈现出强劲的活力。孔子学院作为
汉语推广、人员交流、文化接触与碰撞的组织
化、常态化人文交流平台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关
注和重视。南非现有 5 所孔子学院、3 个孔子课
堂，是非洲地区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南非
孔子学院的发展与中南两国各领域的深入合作
密切相关，也受南非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特色。

一、南非孔子学院的发展特色

（一）孔子学院与中南两国教育领域其他合

作相互促进

中国与南非的高校在学者交流、学生互派、
专业建设、联合研究、学术研讨等方面都有广泛
合作，孔子学院与这些合作项目之间形成互为

补充、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对促进中国与南非
高校的国际化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1] 例如，斯
坦陵布什大学在与厦门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的同
时，也积极与中国其他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自 2010 年始，斯坦陵布什大学与湖南大学
在中非高校 20+20 合作项目下开展全方位的一
对一合作，两校的“研究生科研创新基地建设
合作项目”卓有成效。斯坦陵布什大学还与浙
江师范大学共同实施国际商务专业本科生联合
培养。以共建孔子学院为契机，德班理工大学
进一步密切了与福建农林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双方在茶学、旅游管理、机电、经济、土木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专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已
全面启动。约翰内斯堡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在
共建孔子学院过程中，加强了校际合作，提出师
生互换、学术研究、共同主办国际会议等合作意
向。目前，两校共建了一个联合研究中心——

“可持续能源和制造”中心，涉及可持续能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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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制造业发展。①这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
基础上，以实际需求为驱动的南南合作打破了
传统的以模仿西方大学发展模式为主的高等教
育国际化不平衡状况，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培
养适应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本土人才，合
作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并形成双赢局面。

（二）孔子学院与中国研究形成文化交流网络

非洲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基础比较薄弱，
与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非洲高
校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 “汉学家”。中国与南非
在政治、经贸领域的合作及人文交流的推进亟需
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认知，孔子学院的发展带动
了南非各高校中国研究的兴起以及跨文化的交
流与对话。②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是非
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学术机构，主
要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环境问题以及中非合作
关系研究，并将中国研究辐射到南非的其他研究
机构。该中心与马蓬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联合
开展“中国文明的哲学思考”课题，从哲学高度
深层次思考中华文化和思想。③中国研究中心学
者还为孔子学院学生开设中国文化讲座课程，并
与孔子学院共同举办中国“南非年”和南非“中
国年”的系列活动。罗德斯大学孔子学院将汉语
学习定位为“中国研究”，外方院长马哲思教授
是位“中国通”，精通中国哲学和文学，为孔子学
院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课程。④罗德斯大学商学院
在孔子学院带动下，从事中国与非洲经济发展的
比较研究。南非的孔子学院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
举办各类学术讲座，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价
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问题与南非师生开展对话和
文化辩论，加强了南非社会对中国治国理念、价
值观、制度、文化等的理解和认同。借助孔子学院
平台，中非文化沟通、共识与认同正逐步推进。南
非的中国研究与孔子学院所构建的文化交流网

络反映了非洲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对中华文化
强烈的认知渴望，也表明中非合作开始由经济贸
易合作领域向更深层的中非思想交流和知识共
享领域推进。

（三）孔子学院深度融入当地社区

作为高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南非各孔子学
院坚持服务当地社会的办学理念，这不仅影响非
洲精英阶层，而且与非洲地域文化相结合，融入
当地社会，高度重视吸引普通民众，为非洲经济、
教育、文化发展提供服务。孔子学院开放日及其
举办的各类学术和文化活动始终向社区民众开
放。例如，开普高中孔子课堂、罗德斯大学孔子学
院、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为南非各地警察提供
基础汉语培训，增强了南非警方与华人社区的联
系与合作；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向当地市民
举办“德班•中国电影节”及民族器乐学习班；中
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孔子课堂）为豪登
省公立学校免费提供武术培训，并为南非外交
部、贸工部、农业部、旅游部、基础教育部、统计局
等政府机构开设汉语课，对政府官员进行汉语和
中国文化的培训。南非多所孔子学院都将教学点
从大学向当地中小学延伸，将汉语课纳入当地国
民教育体系，带动了南非的“汉语热”。为当地中
资企业服务是孔子学院融入社区的又一路径选
择。南非孔子学院承担了华为公司、海信集团、中
国建设银行等企业的本土员工汉语培训项目。通
过为当地提供社会服务，立足本土，扎根社区，南
非孔子学院的文化外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影响
力不断深入和扩大。

二、影响南非孔子学院发展的有利因素

（一）政府间教育协议及高层磋商奠定了合

作基础

2000 年以来，中南两国教育高层互访频

①2016年8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调研资料。

②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中提出“鼓

励中非高校就地区和国别研究开展合作，鼓励中非高校互设研究中心”。

③2015年4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南非马蓬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联合举办“中非历史进程与文明形态对话”研讨

会，中国与南非学者围绕中非两大文明历史进程与现代复兴等话题进行直接对话交流。

④2014年11月-2015年1月间南非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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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中国与南非教育部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2003 年，两国在比勒陀利亚签署《中南非两国
教育部长会议纪要》；2004 年 6 月，两国首次
成立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教育分委员会，签署

《教育合作协议》；2005 年，南非教育部长纳蕾
蒂•潘多女士率团访华，实现了两国建交以来南
非教育部长首次访华；2010 年，南非高等教育
与培训部部长随南非总统访华；2013 年两国教
育部长共同参加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其中
对南非汉语教学影响最大的事件是，2014 年，
中国与南非签订了《中国与南非基础教育合作
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提到，中南双方将鼓励学
习彼此的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在南非的一
些学校试点合作推广汉语教学与研究。目前，中
国教育部正与南非高教与培训部就《中南非高
等教育合作协议》和《中南非高等教育学历学
位互认协议》的有关文本进行磋商。中国与南
非合作建立在长期传统友谊基础之上，遵循真
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本
原则，体现“真、实、亲、诚”的平等关系，政府间
教育协议及高层磋商奠定了教育人文交流与合
作的基础，指明了合作方向，政府与民间的交往
正形成良性互动。

（二）中国与南非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中国与南非建交 10 多年来，两国在经贸领
域的合作迅猛发展。201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603 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南非在全球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双向投资从传统的家
电、矿业、冶炼等领域扩展到金融、电信、新能
源、基础设施等领域。2013 年底，中国对南非投
资存量已达 120 亿美元，在南非的中资企业超
过 140 多家，雇佣本土员工超过 12000 人，①为
帮助南非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发
挥了积极作用。在南非的这些中资企业需要雇
用大量的本土员工，为避免语言、文化及管理等
方面的隔阂，增强本地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保
证企业人员的稳定性，在南非的中国企业更希

望雇佣那些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非洲员工。
中国与南非经贸合作的增长为孔子学院学生创
造更多就业及职业选择机会，同时，孔子学院为
中资企业培训当地员工，开展订单式培养，对促
进中国在南非的投资、增强本土员工的文化融
合发挥作用。

（三）华人华侨群体积极参与汉语推广

南非是非洲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国家，中
文教育是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目前，在开
普敦、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等城市都有当地
华人开办的华文学校或汉语培训班，教授中文、
数学、音乐、美术、书法等。例如，由南非华侨
1934 年捐建的翡京华侨公学，是全南非唯一一
所把中文课程作为必修课、并贯穿中小学教育
全部学年的主流私立学校。1992 年起，该学校
开始对非华裔学生开放，从此变为一所多元化
的学校。目前，在全校 500 多名师生中，华裔学
生仅占 15% 左右。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华心中文
学校拥有从学前到 12 年级的 14 个班级，服务南
非广大侨民子弟华文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推动
南非其他学校的中文教学。该校与南非著名的
私立学校圣约翰学院及圣泰西亚学院签署合作
协议，华心中文学校每周派教师到这两所学校
讲授中文课程，这种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南
非汉语学习的规模。南非华人华侨了解当地社
会、文化和习俗，有长期开展汉语教学的经验，
与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形成合力，有效地推动
了南非的汉语教学。

（四）汉语成为基础教育阶段选修课程

根据《中国与南非基础教育合作框架协
议》，南非基础教育部于 2015 年公布了《汉语作
为南非学校选修语言教学大纲》。从 2016 年开
始，南非的中小学陆续开设中文课，南非学生
可选修中文，这样，汉语与另外 13 种外语并列
成为南非中小学的选修课。②为配合这一教学
大纲的公布，落实汉语进入南非学校的行动，南
非基础教育部选择豪登省教育厅作为汉语教学

①  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相关统计。

②南非中小学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另外13门外语：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古吉拉特语、希伯来语、印地语、意大利语、拉丁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泰米尔语、特卢固语、乌尔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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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省份。中国江苏省教育厅与豪登省签署
了教育合作协议，为豪登省的汉语推广提供师
资、教材等支持。目前，已有 13 所豪登省中小学
试点开设中文课，学习汉语学生达 600 多人。汉
语被纳入南非中小学教学大纲，对南非的汉语
推广意义重大。汉语成为中小学选修课后，学
生可以修习学分，教学时数有了保障，教学评
估（或考试）利于提高汉语学习质量和学习的
连惯性。这样，南非汉语教育的本土化进程将
加快。

三、影响南非孔子学院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社会文化及教育制度长期受西方影响

早在 17 世纪，荷兰人就来到了南非这片土
地。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也带来了西方的语
言、宗教、文化、价值观及社会制度。南非是非
洲大陆白人移民最多的国家，荷兰殖民者及其
后的英国殖民者在南非宣扬种族优越论，钳制
非洲人的思想，压制南非黑人传统文化的发展。
阿非卡利语和英语自 1910 年南非联邦成立以
来，一直是南非的官方语言。南非的教育体系基
本是模仿英国教育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
1994 年民主政府成立之前，南非高等教育具有
明显的种族分化、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离的
特征，高校传播西方文明和信仰，接受西方学术
标准，讲授英国高校中同样的教学内容。西方文
化对南非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即使种族
隔离结束 20 年后的今天，南非主流价值观缺失
的困境给国家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教育与社会
发展需要严重脱节，西方文化及种族隔离的后
遗症很难在短时间消除。 

（二）多语制政策造成语言教学资源间的竞争

     1994 年后，南非实行多语制语言政策，除英
语、阿非利卡语外，还有另外 9 种官方语言，包
括祖鲁语、科萨语、斯威士语、文达语、斯佩迪
语、索托语、茨瓦纳语、聪加语和恩德贝莱语。南
非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这 11 种官方语言
平等的地位。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语言发达程

度的差异，相比英语和阿非利卡语，另外 9 种本
土官方语言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为推进多元语
言政策，南非投入大量的资源，加强本土语言的
开发和使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 6 年母语教育，
即小学 6 年将母语作为教学语言；高中阶段学
生必修两门官方语言，其中一门必须是本土语
言；高校开展复兴本土语言教学的国家项目，
支持本科生学习本土语言，并加强本土语教师
培训。此外，南非的中小学还有 13 门外语选修
课。多元语言政策创设了多元文化环境，虽然有
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包容，但也造成了
资源之间的竞争。①在资源有限、经费短缺的情
况下，南非政府在本土语言开发和教学上投入
明显不足，汉语被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后，短期
内南非政府对汉语教学的资源投入不会显著增
加。对于南非学生来说，可选学的语言较多，他
们在选择想要学习的语言时，不仅会考虑个人
兴趣，也会衡量语言的价值，预判语言学习对求
职就业及未来学术发展的影响。

( 三）课程体系制约汉语学习效果

南非孔子学院的主要问题是生源流失率比
较高，这与南非课程设置有关。南非高等教育学
制为 3 年，大学前两年实行自由选修课，第 3 年
学生才确定自己的主攻专业方向。很多学生就
在大学三年级这个阶段由于专业学习的压力，
而放弃汉语学习。以斯坦陵布什大学为例，大
一、大二时选修汉语的学生有 30～40 人左右，
到了大三一般只剩下 6、7 名学生，能够坚持学
习 4 年修完荣誉学士学位的更是凤毛麟角。高
中阶段也存在类似问题，10 年级时学校设置丰
富的选修课，进入 11 年级，学生必须依照大学
报考专业来选择选修学科。[2] 在汉语尚未成为
高考科目情况下，11 年级后选修汉语的学生自
然减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汉语教学基本属于
兴趣课程，不需要考试，没有学分，课程时数少，
汉语学习效果不理想。孔子学院的小学教学点
一般每周只开设有 1～2 次课，学生汉语能力提
高不明显。 ②

①语言教育在南非一直是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参见《非洲研究》第1期牛长松《南非高等教育多语制改革》）。

②2014年11月-2015年1月间南非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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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非孔子学院发展的再思考  

因所处地缘环境的差异，各国孔子学院的
发展存在差异性、多样性。南非孔子学院的发展
需要置于中南合作的大框架以及南非社会经济
文化语境下加以分析和研判。中国与南非同为
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合作空间广泛，双方在政
治、经贸、安全、教育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增
强。中南政府间高层磋商签署的教育、科技、文
化协议为南非孔子学院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中资企业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多职业
选择机会，大规模奖学金项目使南非学生来华
留学更便利。孔子学院的创立基本属于需求驱
动型，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南非高校
汉语教学基本空白，这些结对院校大多希望通
过创办孔子学院，提升院校声誉，吸引生源，获
取更多外部资源，提高国际化程度。南非孔子学
院的发展有其优势，但也与非洲其他国家孔子
学院一样面临一些普遍性问题，如师资和教材
的问题。汉语成为南非中小学教学大纲选修课
后，南非的汉语师资短缺问题就更加突出，很多
想开设汉语课的学校苦于没有教师。国内派遣
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无法满足师资需求。由于
对南非社会缺乏了解而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
国内的汉语教师在选择海外孔子学院的工作地
时，更愿意去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不愿选择非
洲，即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南非。伴随着孔子学
院生源的扩大及汉语选修课的设立，汉语教材
的本土化也被提到上日程，而目前使用的汉语
教材与南非本土文化脱节，跟不上时代。孔子学
院如何走内涵式发展，在提高办学质量、影响力
和文化推广的深度上要做好规划和战略部署。

首先，孔子学院职能要多元化。有学者将孔
子学院大致分为四种模式 : 教学主导型、社区
服务型、学术研究型和融入型。[3] 从南非孔子学
院的案例来看，孔子学院的发展不能走单一模
式，不仅要继续开展语言教学、文化推广、中国
研究、汉语专业设置等活动，而且要增加师资培
养、教材开发、职业培训等服务性职能，走多元
化发展路径。借助孔子学院平台，国内汉语教学
专家、顾问、志愿者与南非学者组成专家组，研

制汉语教学大纲，开发本土化特色教材，制定课
程规划，在南非试点学校试用，修订后再逐渐推
广，为南非汉语推广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服务。
在师资培训方面，应将本土培养和中国高校汉
语师资培训结合起来。在南非设立中文师范专
业，同时每年选派准汉语教师到中国国内相关
高校接受 4 年的本科汉语课程学习，有能力的
可继续攻读国际汉语硕士专业。

其次，为汉语学习者创设就业机会。从南非
社会及教育发展来看，目前仍严重欠缺高科技
和专门技术人员，高校无法培养出高技能的大
学生，约有 300 万 18～24 岁的青年处于失业状
态，[4] 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是
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南非孔子学院应结合
南非教育发展的现实和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的
现状，开设商务汉语、中医汉语、旅游汉语、科技
汉语等课程，培养专业型汉语人才，与中资企业
合作，设立实地基地或资助赴华实习，为学习汉
语学生创造更多实习和就业机会，实现人文交
流与经贸投资、产能合作对接。[5]

最后，将文化推广活动做实。可实施一些举
措：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参照中国文化典
籍，使用英语和南非本土语言，如科萨语、祖鲁
语等编写通熟易懂的文化普及读物；吸纳非洲
学者合作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化绘本；开发
一些文化方面的网络视频、音像资料。南非各家
孔子学院也可以联合组织文化推广活动，加大
影响力度。

 五、结语

在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上，中国政府重新发布了《中国对非洲政
策文件》，强调“中国将秉持真、实、亲、诚的对
非政策方针，推动中非友好互利合作实现新的
跨越式发展”。这里的“亲”即指通过人文交流
和民间交往，增进中非之间思想融通、民心相
通，为中非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这
是南非孔子学院发展的理念与思想基础。1998
年以来，中国与南非在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
方省市、民间等各个层面都建立了友好交流机
制，两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科技、媒体、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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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目前，受中国政府
奖学金资助或自费来华留学的南非学生逐年增
多，2014 年达到 1783 名。 去非洲留学的中国学
生也将南非作为首选地 , 截至 2014 年，南非的
中国留学生累计超过 7000 人。20 余所中国大学
同南非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南非与其他
金砖国家的高校结成金砖国家大学联盟。2014
年和 2015 年中南两国互办“中国年”和“南非
年”，更是将双边人文交流推向了一个高潮。在
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孔子学院作为连接中国与
南非的重要文化纽带，其影响力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在不断加大，南非民众对中国及中国文化
的了解与认知正逐渐从粗浅到细致，从表面到
深化。南非已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
学开展汉语推广的“先试先行”。显而易见，南

非孔子学院及其汉语推广必然对其他非洲国家
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也会进一步带动中国与
南非之间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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