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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世界各国联系愈加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愈来愈受到世

界的关注，中国也期待着与世界走得更近，沟通心意、携手共进，打造美好未来世

界。毫无疑问，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语言与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汉语语

言与文化在世界的广远传播，正为这个梦想的最终达成，搭建着一座坚实而有效的

平台，这将使我们更加深入、更加精确地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文化核心，从

而奠定中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展进一步文化经济交流的基础。南京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开办的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非常高兴，也非常有幸参与到这样一份文化事业

中去，为推广汉语语言文化在美国乃至世界的传播，贡献一份自己的热情与力量。

自2003年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第一期开班至今，时间的指针已悄然拨过了十个

年头。十年间，培训班已经成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了解北美最新中文教学情况

的重要窗口，也已成为美国中文教师们接触、体验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经济新发

展的珍贵渠道。十年间，前来参与培训的美国中文教师们年龄和面孔年年有别，但

他们进一步学习中华语言文化的热切心情、进一步探索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

执着精神却年年如一。每年盛夏，学员们越洋而来，往往于放下行李的第二天即投

身于紧张有序的学习，一个月后，他们又飞回课堂，热切地施展才华，将新学得的

知识融入到新一轮的教学中。正是他们这份不断自我提升、自我充实的敬业精神，

令我们坚信海外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正处于不断进步之中。十年间，美国中文教

师培训班的课程设置也日渐完善，我们试图以更实用的课程体系、更好的教学状态

满足学员们的学习需求，这也是海外教育学院不断提升自己的应有之义。

在此须感谢国家汉办一直以来对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的关注与支持，这份支持

是培训班不断前进的坚实后盾。多年来活跃于美国中文教学领域的大纽约地区中文

教师协会，也给予了培训班热情不懈的协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所有这些

关心与帮助，都将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夏季过去，金秋已经来临，橙黄橘绿之后，

新一轮的自然更替又将开始。耕耘之后总有收获，未来就在脚下，前途值得期许，

相信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将越办越好！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

                                                                                      程爱民

●海外教育学院美国中文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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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概况

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名校，坐落在钟灵毓秀、虎踞龙

蟠的古都南京。自1902年创建以来，南京大学先后经历了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

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

京大学等时期，人才荟萃、硕果累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培养和造就了众多中华

英才，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个多世纪以来，南京大学虽屡经风雨、饱历变迁，但其追求真理、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和博采众长、融汇百家的办学方针始终薪火相承、绵延不断，形成了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和踏实朴厚、坚毅自强的泱泱大校之风。在110年的

办学历程中，南京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南京大学的发展

也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它的办学之路，记载了中华有识之士对民族高等

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执着探索与追求，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民族科技腾飞的重

要缩影。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古老的南京大学在崭新的历史机遇中焕发

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拥有鼓楼、仙林两个校区，师资力量雄厚，人文、社会、自

然、技术、生命、现代工程和管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学校在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

个领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项办学指标和综合实力均名列全国前茅，被

确定为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支持建设的若干所高水平大学之一，目前正致力于

建设以“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为标志，学风严谨、学术环境卓越，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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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学院简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是一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以培养国际学生和国

内对外汉语教学、中国语言文化传播人才为办学目标的学院。

学院目前设有汉语言系、对外汉语系、

中外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教研室、短期培训

部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教材研发中心等机

构，每年在国内外招收汉语言本科（国际学

生）、对外汉语本科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

究生，同时也招收世界各地的汉语进修生。

我院是联合国中文部、中国国家汉办、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部、美国中文领航

项目等机构的中文培训基地，是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和国家汉语作

为外语教学能力考试考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院已先后接受了来自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20，000余名国际学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高深汉语水平及中国文化

素养的国际人才，其中有的已成为国外政界、商界、外交界、新闻界的名人；有的

已成为世界知名汉学专家、学者。

目前学院有教授8人，副教授1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8人。近年

来新增的年轻教师均有博士学位。这是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经验丰富、教学科研能

力强的教师队伍。

在多年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我院已经形成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

多类型、多层次的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在留学生汉语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多年来已向国内外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教学体系和质量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

在本学科领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学院的办学方针是依托南京大学的平台，提倡个性化、多元化培养模式，在本

专业的课程之外，本科生可跨学科选修其他专业，进修生可获得与中国学生一对一

辅导汉语的机会，汉语较好的学生也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我院拥有设备良好的学生宿舍大楼、图书馆及多媒体教室，为国际学生提供优

良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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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Nanjing University enrolls students from abroad. 

It is one of the state examination centers for HSK(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and for certify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teach Chinese to non-native speakers.

The Institute is in charge of enrollment, management, teaching and service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come to study at Nanjing University. It offers degree programs 

as well as various short term training programs. It also enrolls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 general advanced studies as well as short term training. Currently, the 

Institute has about 50 full time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of whom there are 9 professors 

and 15 associate professors. The Institute also hires about 20 part-time teacher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of the university to teach cours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istory, 

philosophy, economics, etc. to both degree and non-degree students.

The Institute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1,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mong them nearly 

200 are working on a bachelor, master or doctoral degree. This enables the Institute to offer a 

nice study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he size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s small to ensure 

plenty practice opportunities for each student. The teaching methods are flexible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individual student’s needs. Discuss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instruction. Regular 

field trips are also offered in some classes. The Institute has adopted modern equipme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language labs and other advanced facilities.

With its highly-qualified faculty, excellent teaching quality, rich variety of courses, wide 

range of majors and research fields, the Institute warmly welcomes students and scholars from 

abroad to study at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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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项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国

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快速增长，中文已经越

来越成为众多国外大、中小学学生争相选

择的外语课程，由此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

的“中文热”，然而紧随这股热流而来的

却是海外中文师资严重短缺的现实。根据

有关资料，中文在美国已成为仅次于西班

牙语的第二大外语，除了高校，大量中小

学也开设了中文课程，但是能够通过中文

教学资格认证、拥有美国教师执照的合格

中文教师人数非常少。在此背景下，在国家汉办全方位的关心与支持之下，南京大

学海外教育学院和美国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从2004年开始，共同创建了美国中

文教师培训项目，至今已实施了十年，在美国的中文教师群体中获得了非常好的反

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2004年到2010年，参加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这一培训项目的学员已超过200

人，目前已有20多人已获得或正在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这些学员的来源十

分广泛，年龄相差较大，在美国也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的是已经在美国从事多年

中文教学的中、小学教师，也有在工作之余辅导中文的兼职老师，还有一些其他行

业如英语、历史、教育、医学等专业的教师，学员的学历也涵盖了从大专到博士各

个层次。尽管他们的学术背景、专业学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都

怀着深厚、朴素的感情，同时他们是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生力军，是中文教学国

际化最直接、最基层的实践者。这个培训项目对于南京大学而言，是一扇了解美国

中文教学，尤其是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窗口；对于学员而言，则是一座藉由南京大学

通往中国语言文化核心与精髓的桥梁。因此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也深知机会来之不

易，他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热情与求知的欲望。上课，看书，讨论问题，撰写论

文……在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简单、忙碌而充实。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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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课程目标设置明确，针对性强，充分考虑到了国外中文教学所需要的语

言文学基础知识与人文修养，对任课教师的选择及教学要求、考核等细节也均做了

全面的筹划和安排，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学员可以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取得较好

的学习效果。同时，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学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带着中文教学实践中的

经验与问题来参加培训的，他们希望通过培训获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提高与问题的解

答，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利用南大对美中文教学的经验，紧密结合美国教学实

际，将一些具有共性

的现象与问题拿出来

组织课堂讨论，各抒

己见。经过培训，学

员们普遍感到语言文

字水平和文学素养有

了明显的提高，对此

培训项目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

在 国 家 汉 办 的

支持下，经过南京大

学海外教育学院和美

国大纽约地区中文教

师学会以及广大学员

的共同努力，接受培

训的学员中已有许多

人获得了美国中文教

师执照。不少学员在

来信中希望这个培训

班能够长期地办下去，让更多的美国中文教师或准备从事中文教学的人士能够得到

专业培训。一些学员更是写信来希望南京大学能够再进一步提供博士学位的学分课

程，让他们有一个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这一建议也与我院对于这一项目发展方

向的思考不谋而合。我们将考虑在近期开设对外汉语博士学分课程，建构一个学分

证书类、学位类，分阶段、分水平的学习体系，以供他们自由选择。我们相信，这

一项目的成功必将带来更多的人参与中文师资培训，而他们的受训在为北美地区带

去更多高水平的中文教师的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各项活动也为他们带去最直观，也

是最客观的中国现状的第一手资讯。这对于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让外国人更加了

解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海外教育学院美国中文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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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7年间主要开设学分课程培训班。从2008年暑期起，南大海外教育学院

根据美国中文教师培训班学员的要求，经过调研和论证，开始同时开设学分课程培

训班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课程班，一方面方便学员在获得学分和证书后申请美

国的中文教师执照，另一方面也满足他们进一步深造、提高学历层次的需求。具体

做法是将学分培训课程与学位课程体系之间相互开放，部分课程学分互认。这一培

训模式获得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培养模式

·每年4周面授时间，获12个学分

·完成30个学分，共需12周面授时间

培训周期

6

按照美国纽约等州教育局要求，南大海外教育学院为学员获得美国有关州的中

文教师执照开设30个学分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不含教育学学分），主要包括三个

层面：

为这些学员提供高起点、高平台、全方位、专业性的中国语言文学基础知识、

语言教学理论与技能及综合人文修养培训。

有针对性地对北美地区，特别是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汉语师资提供教学实践与理

论的交流平台。利用南京大学对美汉语教学的优势，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引导

学员从教学经验中进一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从理论层

面加以归纳和提高。

通过学分互认打通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课程班的通道，使已获得足够学分的学

员有机会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此基础上继续提供博士学位深造课程，逐步为

北美地区汉语师资提供一个分阶段、分水平、不同层次、不同方向彼此互认的稳定

且具有良好声誉的教育体系。

培训目标



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南大海外教育学院采用“三结合”的教学模式：即集

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课程教学与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教学实践活动相结

合。

具体做法为：学员平时根据教学计划自学，每个暑期来南京大学进行四周集

中培训，学习3至4门课程。在集中培训期间，除了紧张的专业课学习，海外教育学

院还为学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南京的一些中小

学、现代化企业、经济开发区和名胜古迹等，以此丰富学员对中国中小学教学现状

的了解，并调剂学员的学习生活，加深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了解到

中国巨大的变化与日新月异的发展。希望这种经历和体验能让学员们把一个真实的

中国带到美国，告诉他们的学生、家人、朋友，并坚定他们从事中文教学的志向和

信心。

教学模式

●海外教育学院美国中文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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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类课程 专业类课程

现代汉语理论 汉语史

各
类
专
题
讲
座

汉语应用语言学概论 古代汉语

汉语文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汉语要素教学与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

汉语写作 中国书法和绘画

其他 其他

根据参加美国中文教师培训项目人员的组成结构与参加培训的动机和需求，南

大海外教育学院充分发挥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并结合学校多年对外汉语教学的丰富

经验，制订了符合学员需要的学分制课程计划。

计划共包含10-12门课程，每门课程2-3个学分。课程分基础类课程和专业类课

程。基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理论、汉语应用语言学概论、汉语文字学、汉语要素

教学与研究、汉语写作等；专业类课程包括汉语史、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书法和绘画等；另外还开设一些专题讲座，以提高学员的综合

素养和知识水平。详见下表：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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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有很多机会充实与

学习“了解学生”和“了解自己”

两方面的知识，我反而没有机会在

“中文”学科上面进修。这次南京

大学所提供的课程正符合了我多年

来的渴望……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

我的学生分享我所学习到的正确语

法概念了。

                    —— 李东芬

我们同学不但来自美国的各个不同的州、市，还有

同学甚至从加拿大和法国来的，而且同学们教授的年级、

地区和面对的学生基本状况也各不相同……大家在经验分

享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各种各样的教学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应

对，以及采用的各不相同但是贴近学生基本状况的教学方

法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 廖鹏

南大的课程是从一位同行先进那儿听说的……大力游

说我放下手边一切，赶紧报名。结果，因台风延误迟来一

天的我，在周同科老师谈笑批评坊间的“汉字英雄”“汉

字听写大会”中，暗暗庆幸自己做了明智的决定。

                                     —— 文健舜

学
员
风
采

●海外教育学院美国中文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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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我们做中文老师要经常游走中国和欧洲，中国变化很大，年轻人之

间的网络新语言不断创新，我现在知道了屌丝、OUT、高富帅、白富美、小清新、

打酱油、PK一下，真的很有意思。                            

—— 戚晓羽

除了每天安排的课程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了南京历史古迹，让我们切身体

验到古都文化，也对南京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特别是南京市的发展速度超出我们

的想象，到处是现代化建筑，车水马龙，夫子庙和秦淮河处的夜市好不热闹，我还

发现南京绿化搞的很好，街道边成排的梧桐树，地铁口的街心花园到玄武湖等大小

公园无数。总之南京给我的印象是既有古都的气质之美，也有江南水乡的柔美。                       

 —— 姚逢如

我们的班级有十多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故事。我们分享着各自的工作

和学习经历，畅所欲言……虽然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间短暂， 但是我们彼此建立了

一种可贵的信任， 成了真诚而互助的朋友。我相信在未来对外汉语教学的路上，我

们会互相支持，互相交流。感谢南大和汉办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 江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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