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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国际学生受到了高度关注而本土学生却被疏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

之间互动状况也是考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的重要视角，这在中国学术界很少被关注。依据英国学者贝内
特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 ( DMIS) 理论，本研究对一所 985 高校中的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交流状况进
行了质性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国际学生认知普遍持积极态度，但苦于缺乏有效交流途径，从而跨
文化能力普遍较弱，而且在交往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这一发现对于改进留学生教育工作和提升高
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很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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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关系。

一、引

言

在中国，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学生
对英语学习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愿望 ，因为中国几

在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

乎所有的升学考试乃至职业提升都与英语成绩有

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国际学生的迅速增长，也催生

关。而与国际学生交流可谓是提高英语水平的一个

了新的国际学生流动模式。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1］
是，中国成为国际学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 这

有利途径，因为此举不单可以提高英语口语水平，
特别是可以提高对英语感知能力，而且还能丰富个

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高层次人才的旺盛需求

体的跨文化体验。这可谓是促进本土学生国际化水

和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在招收国

平的一个便利途径，进而也是提升高校国际化乃至

际学生方面，中国采取了异常优惠的措施，这些措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 因

施与中国计划到 2020 年招收 50 万留学生的目标是

此，研究如何增加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的互动

一致的。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地国的目标

机会，对政府和大学管理者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很

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高的参考价值。鉴于该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进行该

中国具有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

方面的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化对于国际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也常常因此
而形成一种陌生感。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早在上世

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 当时留学生群体主要是来
自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留学生群体变得越来越多元
化，但以亚洲学生增长最快， 并且占据了半数以
［2］
上。 这或许与中国实施的 “亚洲校园 ” 战略具有

在上世 纪 90 年 代， 瑞 典 学 者 尼 尔 森 （ Bengt
［3］
Nilsson） 重新定义了本土生国际化概念，
它使人
们从国际学生流动的视角转向对本土学生国际化的
考察上。概言之，本土生国际化，就是为那些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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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学习的本土学生创造国际化的机会 。 一般而

因而也应当注重本土学生的跨文化体验 ，如此，就

言，这种国际化是通过接触多元文化实现的 。本土

可能把 对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化 的 理 解 提 升 到 一 个 新

学生的国际化可谓是学生国际化的第三类人群 ，因

层次。

为第一类人群是那些有条件出国留学的学生 ，第二
类是那些来本国留学的外国学生 ，第三类就是这些
在本国学习的本土学生。对于前两类人群的国际化
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而对第三类人群的
国际化则鲜有关注，所以加强该方面研究则有助于
推进该部分学生的国际化，从而也可以提升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整体水平。

三、关于本土生国际化的质性研
究设计
1993 年美 国 学 者 贝 内 特 （ Milton J． Bennett）
提出了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概念 ，该模型旨在针
［15］

在已有文献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关于留学生
的文化适应问题，其中涉及最多的是留学生心理适
［4］
应和环境适应， 也发现了留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5］
与本土学生互动不足， 这些不足主要是由于语言障

碍、文化差异和课程设置不同所致。英国学者吉利
斯佩 （ Sandra Gillespie） 的研究表明，国际学生对
他们在华的社会文化互动情况和对教育经历的满意
［6］
度比较低。 而另一研究表明，如果留学生对互动采

取积极的态度，则非常有助于促进他们自己国家与
中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懂得其

对多元文化提供一个跨文化能力的解释框架 。 该
模型包括人际交往和行为规范两个维度 。我们发现
该模型可以作为本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
在该模型中，贝内特将跨文化敏感度 （ DMIS）
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属于种族中
心主义，后三个阶段则属于文化相对主义。可以发
现，该模型实际上是对个体的文化体验过程的明晰
化。种族中心主义经历了否认差异、抵制差异、差
异最小化等三个阶段。文化相对主义则经历了认同
差异、适应差异、融合差异等三个阶段。该模型在

他国家的语言、文化是增进国际交往所不可或缺的。

解释个体对文化差异的体验方面很具有说服力 ，因

对中国而言，理解多元文化及其差异对推进中国应

而经常被国际化研究者引用。

对全球化压力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于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模型可以做这样的基

德国学者敖腾 （ Otten Matthias） 在 2000 年指

本理解： 一是在否认差异阶段，人们往往不能区别

出，跨文 化 学 习 有 助 于 文 化 之 间 相 互 尊 重 和 理

不同文化，这说明人们对文化的体验并不深刻 ，或

［7］

解。 相关研究也表明， 本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在一
［8］

起参与课程学习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对跨文化

者说还没有体验到文化的价值观不同 ； 二是在抵制
差异阶段，人们虽然能够描述差异，但总是认为自

学习作用非常直接。 因为社会互动行为并非完全

己文化是最好的， 这说明人们已经体验到文化差

是出于自发的，常常依赖于一定的情景，而课堂环

异，但总体上仍然不愿意积极面对新的文化 ； 三是

［9］

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场景。 有研究者对美国和澳

在差异最小化阶段则承认文化的普遍性 ，对差异的

大利亚的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研

感受因对文化相似性的强调而减弱 ，这说明人们已

究，结果表明良性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

经开始承认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还不能承认它们

［10］

。 澳 大 利 亚 学 者 帕 森 斯 （ Lindsey Ｒ．

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差别。从种族中心主义到认同差

Parsons） 在 2010 年指出， 国际化课程对所有学生

异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过渡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个体

都有益处，无论是对语言能力、国际知识和跨文化

互动是促进观念改变的主要动因。四是接受文化差

［11］

积极 的

。 一份来自韩

异概念是以种族平等价值为前提的 ，显然这与坚持

国的案例研究证实： 通过与国际学生交往，韩国学

种族主义观念是不同的； 五是人们在接受文化差异

生在学习信心、学习兴趣、学习能力都获得了很大

观念之后就会尝试调整自己行为，就出现了整合文

［12］

意识的培养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

［13］1 － 16

提升，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跨文化意识 。

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的研究涉及到留学生对中国
［14］

化的动力并逐渐培养出新的行为方式 ； 六是最终达
到一种差异融合阶段，从而实现尊重文化差异，使

文化的适应和体验问题， 但很少涉及本土学生与

人们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也说明，个体文化观

国际学生的互动体验。显然，互动应该是双方面的

念改变是以社会交往为前提的。

事情，单纯研究国际学生的跨文化体验是不足的，

概而言之，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给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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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多元文化观察视角。尽管在各个阶段之间没

他们都参加过英语授课的公共学位课程学习，从而

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但一个人的认识会出现进步或

他们都具有与国际学生存在交往的机会。而且他们

［16］

在本科学习阶段的高校都招收过国际学生，虽然国

倒退的现象。

由上可见，贝内特理论模型描述了人们的跨文

际化水平没有目前所在大学的程度高。而且这些学

化意识的逐渐发展变化过程。具体而言，跨文化敏

生之前都没有与留学生进行过比较密切接触的经验，

感度发展模型把从 “种族中心主义 ” 到 “文化相

也没有与留学生在一起上课学习的经历。

对主义” 看做是一个连续过程。 在 “种族中心主

在访谈进行中，我们尊重访谈对象的意见，对

义” 时期， 它包括否认文化差异和抵制文化差异

其中 5 位研究生采用了现场访谈，而另外 3 位则采

阶段，之后 经 历 一 个 对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最 小 化 ”

取网络采访。除对 1 位同学使用中文采访外，其他

的转变，然后过渡到 “文化相对主义 ”。 达到 “文

均采用英文。所有记录都采用英语记录。研究过程

化相对主义 ” 后个体倾向于接受多元文化， 进一

中参照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 林肯校园 ） 柯瑞威

步适应文化差异，最后融入不同文化的场域中。

尔教授 （ John W． Creswell） 的访谈方法对访谈记

基于贝内特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 ，本研究主

录进行编码分析。 第一步是探索数据的一般意义，

交流中是否存在障碍？ 如果存在障碍，这些障碍又

第二步是编码，概括成相关主题，第三步是概括出
［18］74 － 75
中国学生对国际学生的认知和互动情况 。

是什么？ 二是本土学生在什么情况下会与国际学生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具有一定

进行交往？ 具体的交往方式是什么？ 交往的频率怎

的偶然性，它还不能代表中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

样？ 三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互

互动的一般状况。因为本研究的对象目前集中在一

动？ 四是本土学生对国际学生是怎样认识的 ？

所大学，尽管他们在本科阶段也是来自不同大学。

要探讨的问题是： 一是中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在

要探讨上述问题，比较合适的方法是采用质性

而且本研究仅从本土学生的视角进行探讨 ，不涉及

研究方式，因为要了解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的

国际学生的意见。何况访谈样本是非常有限的，虽

互动状况， 不与这些学生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实现

然在抽取样本时也考虑到样本代表性问题 。而且这

的，因为这些都是个性化非常强的个体感受 ，很难

些学生之间在跨文化能力方面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

采用一个统一量表的形式来收集第一手资料 。质性

所以很难概括出一般状况来。

［17］

方法则是研究此类社会现象比较适宜的方法 ， 因
［18］74 － 75

为它能够深入研究问题，

同时也能够反映研

四、研究的主要发现

［19］

究者对研究情景反应的灵敏程度 ， 其显著特征是
描述性的，是对真实情景的呈现。
本研究选取厦门大学的少量研究生作为研究对
象，其首要原因是出于研究的便利，其次是因为它

( 一) 本土学生跨文化意识淡薄， 常常把国际
学生误解为 “西方人”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校园内的国际学生

具有代表性。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的 985 大学之一，

普遍持欢迎态度，并乐意与他们一起上课，都一致

近年来留学生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 ，学校在国际化

表示这 对 个 人 发 展 是 有 利 的。 不 过， 有 同 学 将

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

“国际学生” 等同于 “西方人 ”， 所以常常以 “西

海，作为一个经济特区，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有着

方视角” 来看待国际学生。显然， “西方人 ” 并不

天然的交往便利。厦门大学为国际学生开设了暑期

包括来自东亚的学生， 因为 “西方 ” 与东亚无关。

学校、短期和长期的汉语课程，同时，对各专业的

有趣的是，“西方视角 ” 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所关

研究生开设英语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 ，在一些专业

注的重点。如一位女生这么说： “我认为校园有国

和课程还开设了双语授课或全英语授课 ，这反映了

际学生是件好事，这样校园是多元化的，我们可以

学校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

学习丰富的文化和史学。尤其在课堂上，我们可以

本研究选择了 8 位研究生作为重点访谈对象，

从西方人的视角来探讨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需要

其中包括 3 名女生和 5 名男生； 3 名硕士生，5 名博

向他们学习。” 从这个谈话中反映出本土学生对西

士生，他们的年龄集中在 24 － 35 岁之间，专业范围

方文化是青睐的。

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等不同领域，

对中国学生学习多元文化而言，文化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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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生更希望汉语
而不是英语作为优选的沟通工具，如一位女生谈到：

在学校里，我不知道任何与留学生一起参加的文
化活动或社交活动，也没有与留学生一起参加过任何
学术活动。也许有这样的活动，但没有好好宣传。我

我们 班 上 有 国 际 学 生，但 我 与 他 们 交 流 非 常 少
……他们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一次我们学院举办一个

出于好奇期望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届时我也可以提高
我的英语口语能力和交际能力。

活动，两名国际学生用中文演讲并获得大家的一致好
评，我非常惊讶他们的汉语如此娴熟。他们的演讲口

这个事例说明，部分本土学生跨文化学习意识

才非常的出 色，全 班 都 赞 赏，我 都 有 点 嫉 妒 他 们 了

比较被动，不会积极寻求机会与国际学生进行交往

……我想如果国际学生的中文很流利，我们就可以用

以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交往能力。

中文交流了，并且成为朋友。

这个谈话反映出本土学生非常欣赏国际学生的
汉语水平和讲演能力，并希望与国际学生交流，很
希望了解对方，具有跨文化学习的积极性，但并不
想通过英语来进行，这或许反映出了对自己的英语
水平不自信。
( 二) 本土学生与留学生互动的机会非常少，
而且行动上不积极主动
中国学生大都承认，即使与国际学生在一起上
课，他们之间的互动仍然是很少的。只有两名男生
表示，他们偶尔与国际学生在一起交流 。虽然他们
认为课堂中有与国际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 ，但他们
因为怕自己英语说不好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而且所
学课程性质和授课语言也是影响互动的重要因素 ，
因为研究生主要是独立从事研究 ，而专业课程很少
使用英语授课，从而他们只在公共课上才有互动机
会。一位研究生解释说：
……我的互动非常少，交流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
钟……我觉得我们专业应该有更多的英语授课课程，
那样我们就有更多机会在同一个班级。目前我只有公

( 三) 英语水平妨碍了本土生与国际生交流，
也导致了在交往取向上的功利性
所有的被访者都承认自己在英语上面临着挑战。
不少中国学生都承认最大的问题是英语口语不足，
怕自己英语讲得不好。一位女生这样说： “……当我
看到外国学生说中文时我很羞愧。因为他们来到中
国，在短时间内就学会讲中文了，而我们学习英语
” 可以说，这个女
十多年，我的英语仍然说得不好。
生的感受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心理。
此外年龄差距也是影响交流的一个屏障 。现在
大多数研究生都在 25 － 30 之间， 一些学生是在职
攻读。“我是一个博士生，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我
的英语也很差。 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和工
作。我觉得我不怎么需要学习英语了，因为我今后
的工作和学习也不怎么会用到它。” 这说明， 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功利化，对跨文化
交往能力的需求也在降低。
被访者也分享了他们在交朋友或寻找学习语言
伙伴时的偏好，他们尤其喜欢来自欧洲的和美国的
学生。当问到他们偏好的原因时， 一位学生解释
道： “英国和德国是我一直梦想去深造的国家， 因

共学位课跟他们在一起。我知道仅在少数院系是用英

为这些国家是历史上知识和科学的发源地 ”。 应该

语教授大多数国际学生的。而且，我认为研究生主要

说，留学动机是多数中国学生要学好外语和与留学

忙于做自己的研究了。

生交往的主要动力，这种交往的功利性确实是很难
避免的。

这个解释能够反映出多数研究生的情况 ，即具
有跨文化交流学习的愿望但客观条件不充分 。

而且学生也以英语能力来确定自己的交流倾
向，因为他们更喜欢使用英语而非汉语与留学生进

正如上面提到的，所学的课程性质对中国学生

行交流。尽管留学生渴望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因为

非常重要，因为透过它可以共享思想，同时可以提

留学生想提高自己的汉语交际技能 。 “…… 大多数

高语言技能。但也有研究生对与国际学生交流不感

国际生来自非英语国家，比如非洲学生的英语口语

兴趣，一位男生说， “我没有寻求与他们交流或成

很难理解，我认为这对我是不利的，我想和美国人

为朋友的机会，如果碰巧有一些活动，如果我没去

交朋友来提高我的英语。” 这说明中国本土学生在

交流，那也是没关系的。” 另一位男生补充道：

交往对象选择上不仅具有功利性， 而且具有单向
性，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文化使者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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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土生对国际生持积极评价， 但在交往
上面临文化障碍

［20］639 － 657
与罗杰尔斯 （ Spencer- Ｒodgers） 发现
比较

相似。众所周知，英语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

显然，中国学生从他们自己对国际生的直观印

非常突出的，它常常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

象上来认知留学生的不同。中国学生对国际生的认

准和知识能力的象征，拥有好的英语水平就能够在

知大多是积极的， 认为他们工作认真、 思想开放、

未来职业市场竞争占有优势地位，所以提高英语水

勇于展现自我、友好善良和爱护环境，在分享对留

平是他们与国际生交往的主要动机 。这也是他们以

学生的认知时没有负面的描述。如，有学生说：

英语水平作为选择交往对象的主要原因 。可能也是
这个原因，他们把国际生笼统地称为 “西方人 ”。

我们都是来这儿学习的学生，我们都是相似的。

但这也说明在他们意识中还不能清晰地分辨 “说

……国际生吃晚饭、购物和聊天的时候会经常在一起，

英语 ” 与 “西方人 ” 差异， 从而也说明他们国际

中国学生也经常聚在一起。国际生宿舍与中国学生的

化程度比较低。

宿舍是分开的，我认为这是个误区。也可能是我们的
文化影响了我们。我们是非常害羞的，但国际生非常

( 二) 扩展本土学生与国际生交往机会是提升
学生跨文化交往能力的有效途径

善于表达自我，而且非常友好。我注意到国际生非常
渴望获得多元的知识，重要的是，他们还非常维护校
园环境。

这个描述代表了不少本土学生的看法 ，即对本
土文化的内向性或封闭性的承认 ，非常欣赏国际生
的开放性和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
有一个中国学生认为出现中外学生分开居住可
能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和性格里存在
的一些屏障。中国学生解释这些屏障时归因于可能
是由于中国文化和传统。但是，他们非常渴望跨越
这些障碍，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笔者推测，分开
居住主要是出于管理的方便，而没有意识到跨文化
交往的必要性。

五、结论和启示

访谈还发现，除了一些院系开设全英文课程外，
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交流机会主要集中在公共学位
课上。不过即使如此，能够有效交流的机会仍然是
非常少的，因为国际学生很少修这些公共学位课。
这说明互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有限的互动环境限
制了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的交流。在八个访谈对象
中，只有两人在课堂外与国际学生有一些很少的交
流，这些场合是在学生自己组织的英语角和学生社
团活动中。但国际生在中国学生中的印象普遍是友
好的、思想开放的、维护大学环境的、勤奋勇敢的。
［20］639 － 657

之前由罗杰尔斯
Jon）

［13］1 － 6

和 金 恩 俊 （ Jae Eun

的对国内学生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结果与本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三) 中国学生目前仍处于 “种族中心主义 ”
阶段，亟需加强学生跨文化意识教育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如果运用跨文化发展模型
进行判断的话，则中国学生大都处于 “种族中心主

通过上述对厦门大学学生与国际学生的交往体
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七点结论与启示 ：
( 一) 中国学生普遍对国际生持积极态度， 这
是提升本土生国际化水平的有利条件

义” 的 “差异最小化 ” 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中和文化差异”。其中两个学生处于 “抵制差异”
阶段，如一个学生表示对跨文化交流没有兴趣，“实
际上我并不寻求成为朋友或与之互动的机会”，另一

上述研究表明，被访的中国学生对国际生的认

个学生则认为 “……要是他们中文说得好，我们不

知普遍是持积极态度，都希望与国际生建立更多的

需要学习英语，我们可以用中文交流，我们可以成

互动，相信跨文化互动将有助于他们个人成长和跨

为朋友”。多数学生与国际学生没有密切的接触，这

文化能力提高，但认为存在着语言障碍、课程教学

与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比较单薄有关。这也说明，中

语言的不便和年龄上差距以及住宿上的隔阂 。这基

国学生迫切需要加强跨文化意识教育。

本上探明了阻碍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有效的校园交
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被访者谈到语言是阻

( 四) 增加本土生与国际生交往机会可以提高
中国学生国际化水平

碍他们与留学生交流的主要障碍 ，从而他们更倾向

本研究揭示了跨文化能力在高校走向国际化环

于以英语能力作为选择交往对象的条件 。这一发现

境下的重要性，它支持了阿尔伯特 （ Allport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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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4 年提出的假说，即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的跨

的文化。事实上，在防御阶段，人们只是把自己文

文化互动能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能力和减少负面认

化看成是一种主要的文化，而且抱怨其他文化的干

［21］

知。 本研究说明，中国学生渴望与国际学生交流，

扰。“我不再需要英语了，因为我将来工作和学习

但又缺少互动。交流出现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授课

都用不上它”，“如果他们说的中文非常好， 那么

语言和留学生的生活区域安排。这意味着如果改善

我就不需要学习英语了 ”。 对自己文化的社会防护

这些方面就可以大大促进国内学生与国际学生交流。

心理并非真正因为害怕其他文化干扰 ，而是因为个

本访谈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学生常常以英语能

人不怎么需要其他文化。 如另一个同学说 “因为

力来区分交流对象，这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不一

中国文化和传统 ”，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很

致，因为目前大量的国际学生来自非英语国家，特

少与国际学生交流的消极观点。他们对国际学生的

别是来自韩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

爱护环境、勇于表达自己等持积极态度，这可以引

坦，因此促进跨文化能力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导他们向下一阶段的跨文化能力发展 。

( 五) 需要有意识引导中国学生具有更积极的
国际交往观，克服过分功利化思想

此外，“拒绝” 与 “防御” 区别在变小， 虽然
他们同属于种族中心主义阶段，因为他们假设外国

与以往研究相比，中国学生在跨文化能力习得

人能够分享他们的价值 （ 例如 “他们的中文说得

方面主动性不足。如韩国学生非常乐意接受校园内

很好，所以就不需要学习英语了 ”） 。 这可以用贝

的文化差异，也能够辨别文化的多样性。美国学生

内特观点来解释： 人们有宗教信仰不一定属于种族

和澳洲学生则能够与国际学生进行开放交流。而访

中心主义，但如果假定其他文化的人也享有同样的

谈结果表明中国学生仍然停留在种族中心主义阶段，

信仰就属于种族中心主义。

拒绝文化差异，甚至还采取防卫心理。 相对而言，

差异最小化的意义在于认识和意识到了自己的

他们虽然是处于最小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阶段，但

文化。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把自

仍然没有进入种族相对主义阶段，因为进入该阶段

己的文化融入到另一个环境中并能感知到差异的存

后才会接受文化差异，并且使自己适应甚至是融入

在。然而，在差异最小化阶段，个体仍然把自己的

多样性文化中，尤其是在外国学生在场的状态下。

文化作为中心， 但他对自己的文化认识并不清楚，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拒绝其他文化的学生

从而缺少欣赏其他文化的能力和倾向 。一旦个体突

一般表现为轻视文化差异的意义 ，那些略重视文化

破了这个阶段，将形成一种种族相对主义取向，本

差异的学生，也没有真正理解多样文化的价值，他

研究的被访者主要属于 “差异最小化” 阶段。

们误解文化差异的实质。所以他们一般都是用很含
糊的方式理解文化。其结果就是文化多样性被简单

( 七) 高校管理者在促进本土学生国际化能力
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地理解为无差别的西方人了。有趣的是，这些拒绝

在访谈中所有学生都认为，要培养学生的跨文

文化差异的学生虽然对文化差异无动于衷 ，但对西

化能力，学校应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来促进本土学生

方文化则是一个例外。例如，访谈的学生渴望去欧

与国际学生互动，最好要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包

洲大学或美国大学学习，他们更倾向于把美国学生

括从学士到博士所有教育层次。因为大学领导人对

作为语言学习伙伴而非非洲学生就是一个典型表

学生互动的机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他们应为

现。即使他们区分了美国文化与非洲文化 ，那么非

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应把促进

主流文化也会被拒绝的。 如一个学生说 “非洲学

国内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互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大学

生的英语口语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从而认为那对我

办学目标突出出来。

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我乐意与美国学生交朋友

根据上述讨论，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必

来促进 我 的 外 语 学 习 ”。 这 种 现 象 可 以 做 多 种 解

须重视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的交流 ，否则就会影响

释，但主要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驱使 。

国际学生关于东道国的印象。在通常情况下，国内

( 六) 需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真正
认识中国自己的文化
研究中发现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 ，尽管
中国学生目前处于防御阶段，但他们并不重视自己

学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角色容易被忽视 ，而真
正的国际化需要把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一起纳入到
共同参与的制度环境中， 促进他们之间相互理解。
因此，有组织的国内学生与国际学生互动应该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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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甚至还会

ty Experience on Domestic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产生文化歧视和种族主义等严重后果 。□

and Australia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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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Impact of Jose Ortega Y Gasset’s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Ｒelevant Ｒesearch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ed in CNKI Database （ 2002 － 2012）
Ｒen Zengyuan

Shi Ting

P18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impact of Jose Ortega Y Gasset’s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China，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ed in CNKI （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 2002 -2012） ． It is found that Gasset’s book had been well received and highly praised by Chinese scholars，for altogether 490 articles in CNKI database cited this book．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following ideas proposed by Gasset are also very popular among Chinese
scholars： （ 1）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 2） university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economics and be targeted at average students’learning needs； （ 3） scientific research is
just one of the university’s missions and should not be overemphasized； （ 4） the university should no more be an ivory tower ，but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guiding the common people by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powers； （ 5）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nearly every person．
Key words： Jose Ortega Y Gasse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cultivation； student-centered； peripheral values of science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1926 － 1952）
Wu Zixuan

Huang Zhonglian

P41

Abstract： In its early days from 1926 to 1952，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mplemented Western libe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d a lot of outstanding students in liberal arts． By combining Western liber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 aimed to cultivate well-rounded cultured person rather than merely train specialized
workforce mastering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Its curriculum emphasized the fundamentals，gave equal attention to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so a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day could also learn a lot from curriculum design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in its early days．
Key words： liber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Wang Hongcai

Dai Na

Ji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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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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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ation，it is often ignored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 DMIS） proposed
by Dr． Milton J． Bennett，the present research i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
project-985 university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students usually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but
lack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ut they tend to communicate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l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study may help improve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s and services，as well as enhance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omestic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Ｒeligious Faith to Public Ｒeason：
Exploring the Power behind Academic Ethics
Luo Zhimin

P81

Abstract： Academic ethic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iversity，academia as well as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ast，academic ethics
was similar to a kind of religious faith，exerting moral suasion and pressure． At present，however，academic eth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Ｒeason． No matter academic ethics is regarded as religious faith or Public Ｒeason，there is always
a hidden power playing an significant role behind it． Therefore，to rebuild academic ethics，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origin of this
power，depict its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academia，culture and law，etc． and at the same time，explore the ethical dilemmas
confronting the academia and the way ou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a logically-sound theory about academic ethic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academic ethics； academic faith； power

Learning Needs Analysis and Course Content Design for
HＲ Management Module of MBA program
Xie Kang

Xie Yuhua

Zhu Ying

P101

Abstract： MBA courses should satisfy the needs of both the learners and the employers． Take Human Ｒesource （ HＲ） Management
module of MBA program for example，most of the students taking this course are Non-HＲ professionals，but very will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fundamental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use in their day-to-day roles． However，as Non-HＲ professionals，these
MBA students get involved only in some basic HＲ activities，and they know even less about soft HＲ management concerning enterprise
culture，labor relations and employee ethics，etc （ they are eag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topic，though） ． As soft HＲ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guard against financial crisis and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include this topic in HＲ management module of MBA program．
Key words： MBA program； course cont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