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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语言推广体系及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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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言的国际化程度体现出国家的综合实力 。日本在推进日语国际化方面

所做的工作是长期不懈的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本文从教学

对象 、研究机构 、师资培养 、信息渠道以及日本语教育支持机构等方面探讨其语言推

广政策的实施情况 ,对我国的语言推广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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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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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tent of international use and recognition of a language reflects a

country' 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Japan has been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Japanese language , and developed some ready mechanisms and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target users ,

research institutions , teacher education , and channels as well as Japanese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language promotion policy , and offer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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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国际化程度(或称可接受程度)与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多方面因素紧密相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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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语言对国际经济贸易 、政治对话 、文化传播以

及维护自身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许多国家为了

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都非常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工作 ,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张西平等(2006)对英语 、法语 、西语 、德语等语言的对外推广历程进行了分析
[ 1]
,这些国家

的做法对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日本的语言政策介绍方面可资借鉴的

资料还比较缺乏 ,信息也相对比较陈旧
①
。日本在推进日语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长期

不懈的 ,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 ,近年来国际社会以及日本社会变化巨大 ,日本的语言传播政策

也体现出新的面貌。我们有必要了解作为邻国的日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为我国的语言推

广工作提供更多的参考。

一　日本语教育的现状

日本国内使用日语 ,是“一个相当程度的单语国家 ,是文化世界中少有的保持语言同质的

例证之一”
[ 2]
,日本有朝鲜人约66万人以上 ,但仅有约 15万人使用朝鲜语 ,另外还有目前几乎

不被使用的爱努语
[ 3]
,因此日本没有多民族国家那样复杂的语言规划 ,国内的语言文字政策基

本是围绕日语规范化而进行的 。

张西平等(2006)认为 ,推动语言传播的两条根本性措施是专门的语言推广机构和专门的

基金。日本在语言推广方面也正采取着这样的措施 。日本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国际影响力 ,

加上政府将推广日语作为国策 ,许多举措得以充分实施 ,保证了日本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日本将对母语为非日语的人所进行的日语教学称为“日本语教育” , 2006 年 ,日本海外有

133个国家和地区 、计 2979820人在 13639个学习机构中学习日语 ,教师人数为 44312人。通过

广播电视或自学等其他方式的学习者尚未计入其中 ,估计应达数倍
[ 4]
。而日本国内学习日本

语的人数也一直呈上升趋势 ,截至 2005年 11月 ,日本国内学习日语的人数为 135514人 ,进行

日本语教育的机构有 2047所 ,其中大学有 625所 ,学习者为 44858人 ,其余则在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
[ 5]
。

二　日本的语言推广实施政策

日本语教育很早就展开了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 1895 ～ 1945年之间 ,日本语被作为服务

于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殖民统治的工具 ,日本甚至将日本语定位为大东亚的通用语言 ,禁止使用

除德语 、意大利语之外所有印欧语系语言和本地语
[ 2]
,而强迫人们将日本语作为母语学习 。他

们开设学校 、派遣专职教师 、设立专门的推广机构 、出版刊物 ,组织比较严密 。当时日本国内也

接受了一些来自殖民地的留学生 、研修生 ,但主要为政治服务 ,这一时期的日本语教育不能算

作真正的第二语言教学。

战后的日本语教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政治 、经济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必将给语言推广政

策带来影响。战后的日本语教育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 6]
:战后至 1975年;1975年至 1990年《出

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简称“入管法”)实施;1990 年“入管法”实施以后。日本有专门的部

门负责提供信息 ,如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调查海外日本语教育的总体情况 ,涉及不同地区 、

不同国别 、不同教育阶段及学习目的 、教师情况 、教学情况等多个方面;而日本文化厅文化部国

语科每年都会对国内的日本语教学总体情况进行更新 。这些调查和统计情况对日本调整日本

语推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很多措施都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 。可以说日本汇聚了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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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 、团体与个人等多方面力量 ,在长期的推广教育过程中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日本语推广

体系 。

本文拟从教学对象 、研究机构 、师资培养 、信息渠道以及日本语教育支持机构等方面的政

策和状况分别进行探讨。

(一)针对定居者的政策

20世纪后期 ,日本增加了不少有着不同语言 、文化背景的长期居住者。

1.难民及家族

1976年越南战争结束后 ,越南 、老挝 、柬埔寨等印度支那难民纷纷涌入他国 ,由于其他先

进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接收政策 ,迫于国际压力 ,日本于 1979年在亚洲福利教育财团下设置

难民事业总部 ,在姬路 、大和成立定居促进中心 ,在东京品川区成立国际救援中心 ,为难民进行

日本语教育 ,并培训其适应日本社会的能力。1981年联合国制定《难民条约》后 ,日本政府遵

循要求 ,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这批难民人数达 1万人 ,其家族及二代也陆续前往 ,形成

一个较大的特殊群体 。

2.战争遗留孤儿及家族

二战结束时期日本遗留在中国一批孤儿及少数妇女 ,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陆续归国 。

1984年厚生省成立“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会中国归国孤儿安居促进中心” ,负责处理相关事

务。因归国者并不完全都是孤儿 ,后改名为“中国归国者安居促进中心” 。这一工作直到现在

仍在持续 ,根据厚生劳动省
②
发布的信息 ,截至 2007年 8月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已回到日

本的孤儿共计 2519名 ,随其回国的家属共计 20338 人。此外还有从萨哈林 、菲律宾归来的孤

儿及家属
③
。这些人都需要进行特别的日本语教育和环境适应训练 ,以培养其独立的基本生

活能力。

3.南美日裔及家族

1985年 9月 ,法 、德 、英 、美 、日五大工业国签订“广场协议”后 ,日元大幅升值 ,泡沫经济产

生的高汇率促使大量企业把部分工序移到东南亚国家 ,而日本国内企业空虚 ,劳动力严重不

足。1990年“入管法”修订 ,实行新的技能实习制度 ,南美洲的日裔三代以内都可以到日本就

业 ,这一人群的到来为日本补充了劳动力。由于他们的特殊性质 ,日本称其为“new comer” 。

4.海外新娘及护工人员

日本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农村人口减少 ,适婚人群中女性不足 ,不少海外新娘涌

入日本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娘危机。日本人寿命世界第一 ,进入老龄化时代后 ,看护 、照顾老

人的工作日益急迫和繁重 ,而日本生育率持续下降 ,国内劳动力难以补充 ,因此 ,日本从越南 、

菲律宾等国引入了不少护理人员。针对这一人群 ,开展了特别的日本语教育设计和指导 。

(二)针对留学生和研修生的政策

战后最初的十年间 ,日本一些大学和民间机构的日本语教学对象主要是传教士。1954年

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设置了一年制的留学生别科 ,才算真正开始进行留学生教

学 ,主要是国费留学生 。1960年 ,国费留学生制度发生变化 ,千叶大学 、东京外国语大学分别

开设了理科和文科的三年制留学生课程 。1964年文部省设立留学生科 , 1968年东京外国语大

学特设日本语学科 ,次年成立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语学校 ,三年制课程告一段落 。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 ,研修人员也来到日本学习 。1959年通产省(现为经济产业省)设立

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 ,开始对来日研修人员进行日本语教学。1960年 , “赔偿印度尼西亚留学

·14·　　　　 语言文字应用 2008年第 4 期



生制度”制定了五年计划 ,每年招收 100名学生到国际学友会分校研修一年日本语。

1983年 ,在日攻读专业的留学生人数只有 1万人
④
,中曾根首相访问东南亚时同留日人士

座谈 ,他们认为日本作为留学之地缺乏吸引力。另外 ,与国际社会相比 ,美国 、英国 、法国等发

达国家的留学生人数都大大超过日本。日本政府决定采取重要措施 ,当年即由 21世纪留学生

政策恳谈会提出“关于 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 ,次年提出“关于充实 21世纪留学生政策”

的报告 ,文部省制定了著名的留学生 10万人计划 ,即 21世纪到来之时在日留学生达到 10万

人。这一时期 ,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 ,大量学生能够自费留学日本 ,赴日留学人

数猛增 ,但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留学生人数减少 ,直到2003年 ,10万人计划才得以完成。

按照日本文部省规定 ,报考大学的留学生要在自己国内接受过 12年以上学历教育 ,达到

日本语能力考试 1级 ,通过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组织实施的私费外国人留学生统一考

试 ,并具有经费支付能力 。为适应这种严格的报名条件 ,专门进行日本语教育的日本语学校应

运而生 。为防止一些人利用日本语学校进行非正当活动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制定了日本语

教育设施运营标准 ,在设施条件方面提出了一定规范;日本文部省 、外务省会同法务省 ,则对日

本语学校的招生条件及学生申请在留资格 、办理护照 、签证 、入学 、延期 、打工等一系列手续进

行了明确规定。

自2002年起 ,日本改革了考试制度 ,采用日本留学考试(Academic Japanese),文理皆有日

本语科目 ,主要测试在日本大学就读所需的日本语能力 ,分为听力理解 、听力阅读理解 、阅读理

解及论述 。这一考试对于甄别攻读学业的学生比较有效 ,很多高校都采用了这一成绩 ,渐渐取

代了过去的日本语能力考试证书。学生可以在日本海外参加考试并直接联系日本的大学 ,这

导致前往日本学习日本语的人数减少了 。

随着日本老龄化 、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加剧 ,日本本国的学生数量逐渐萎缩。按照现有大学

的办学规模 ,预计到 2009年 ,凡有升学愿望的学生都能够升入大学 。由于大学要有足够的人

数才能维持运营 ,因此引进外国留学生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

(三)管理 、研究机构的设立与实施政策

日本语教育逐渐具备了自身的学科特点 ,科学研究园地也应运而生。1961年文部省调查

局设置日本语教育恳谈会 ,1962年成立“针对外国人的日本语教育学会” ,创建了会刊《日本语

教育》 。

日本积极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 , 1972年日本对外经济协力审议会发表了《改进开发合作

的语言教育》 ,呼吁尽快设置专门的日本语教育机构 ,当年政府即出资 50亿日元设立了国际交

流基金会 ,它不仅促进了海外的日本语普及 ,资助与日本相关的科学研究 ,向世界介绍日本文

化 ,还在广泛的领域里推动了文化交流事业 。1973年 ,文化厅设立的日本语教育推进对策调

查会也积极开展活动 ,在推动日本语教育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交流基金

会1974年主办海外日本语教师研修会 ,此后每年一次;同年 ,日本语教育推进对策调查会提出

报告 ,建议设立日本语教育中心。中央教育审议会也进行了“教育 、学术 、文化”的答复 ,认为必

须尽快设立一个综合的 、能够高效推进日本语教育政策的专门机构。经过充分的论证 ,1976

年国立国语研究所成立了日本语教育中心(现名日本语教育部门),致力于提高日本语教育质

量 、加强日本语教育研究 、培育日本语教师及日本语研究人才等工作 ,在培育高层次日本语教

育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国际交流基金会则进行“日本语教育短期巡回指导” ,在日本

语教学方面进行规范 、具体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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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教育的发展走着良性循环 、稳步前进的道路 。1993年 ,文部省发表《日本语推进施

策———面向日本语国际化》的报告 ,回顾过去历程 ,总结目前现状 ,内容涉及学习者人数及动

机 、教学设施 、教师培养 、教学内容方法的改进及教材的开发 、与日本语相关的机构 、海外日本

语的普及等多个方面 。提出要切实增强日本语教育设施 ,推进日本语教师的培养 ,改进日本语

教育能力考试 ,推进一体化的日本语教育政策 ,对海外日益增长的日本语教育采取对应措

施
⑤
。这份报告为今后的日本语国际推广和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 。1994年 ,文化厅召开第一

届“今后的日本语教育”研讨会 ,次年合并了日本语教育大会 ,之后每年进行一次。1995年 ,日

本语教育学会出版《日本语教育概观》 ,总结了日本语教育的总体情况 。

除了组织机构的保证外 ,外国人对日本语的认识和态度也成为推行语言政策的重要参考

因素。1997 ～ 1998年 ,国立国语研究所会同多家机构 ,对世界 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题为“日

本语观的国际调查” 。2001年 ,日本又在国内进行了“日本各地在`日本语教室' 中学习的外国

人的日本语意识”的调查
⑥
。从多方面了解这些非全日制学习者的日本语意识 ,如在住地和家

中使用日本语的情况 、使用的频度 、日常用语的习得方式 、日本语在生活中的必要程度 、因日本

语能力不足而影响心情的场所等。为了使今后的工作更有针对性 ,还调查了他们对学习方式

的要求 、利用图书馆和文化会馆等文化设施的状况以及对行政机构的希望和要求。这种来自

学习者本身的调查反馈对制定政策 、改进措施都很有参考价值。

1994 ～ 2000年 ,文化厅在国内 8个地区展开地区性的“日本语教育推进事业” 。此后召开

了一系列的会议 ,各个方面都有新的举措 。1998年开始 ,每年进行一次日本语教育的实态调

查;1999年 ,“关于今后推进日本语教育施策的调查研究协力者会议”提出《关于今后推进日本

语教育施策———以日本语教育新的发展为目标》 ;2000年 , “关于日本语教师培养调查研究协

力者会议”提出《关于日本语教育教师培养》 ;2001 年 , “关于日本语教育考试改革调查研究协

力者会议”提出《关于日本语教育考试改革———以日本语能力考试 、日本语教育能力检定考试

为中心》等报告文件 。这一系列会议对日本语教师培养机构的教育内容及日本语教育能力考

试的内容 、方法等方面都有切实的指导推进作用。

2001年 ,日本《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公布并实施 ,针对母语者的国语和针对非母语者的

日本语教育分列其中 。将振兴日本语教育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这是第一次。

(四)教师的派出与培养政策

在教师培养方面 ,日本采取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针 。先是派出日本的日本语教师 ,后来则

请海外的日本语教师到日本进行培训。

最初的派出与政治紧密相关。1961年 ,根据科伦坡计划
⑦
,日本向柬埔寨 、新加坡 、缅甸 、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等国派出了日本语教师。1965年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日本语教育

也随之有了很大发展 。

由于学习日语人数激增 ,教师紧缺 ,迫切需要培养大量的 、能够胜任工作的日本语教师 。

1977年 ,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AJALT)、日本语教育学会成为社团法人 ,国立国语研究所成为

独立行政法人 ,开始进行日本语教育长期专门研修。1979年 ,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展了“第一届

对中国特别事业”活动 ,在北京语言学院开设了日本语研修中心 ,制定了一个派遣日本语教育

专家的五年计划 。80年代初期 ,为顺应马来西亚“看东方政策”
⑧
,日本在马来亚大学和马来西

亚国民大学设置了赴日留学生预备教育课程 ,并派遣日本语教师 。

除了政府行为以外 ,日本各地也将日本语教育研修活动融入当地国际交流活动中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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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难民以及从中国归国者的日本语教育 ,大部分都是由志愿者承担的 。1981年 ,石川

县金泽市市民团体“金泽向世界开放市民会”举办了市民讲座 ,在日本首次进行了日本语教师

培训讲座 ,主要探讨日本语教学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开展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与艺

术的活动。在地区文化振兴活动及国际交流活动中 ,各地的日本语教育志愿者活动蓬勃开展

起来。1988年 ,德岛大学的大学开放实践中心成立 ,举办了第一届日本语教师培养讲座 ,这个

讲座改变了探讨日本语教学问题的做法 ,致力于各地大学机构与地方的联系和合作 ,将学术研

究与实际教学结合到一起 。1989年 ,国际交流基金会在 玉县设置了日本语国际中心 ,负责

招聘海外教师到日本研修 ,1997年又设置了关西国际中心 ,主要进行招聘研修事宜 ,以适应日

益增长的研修需求。

1990年以后 ,各地的日本语教学志愿者大多由女性担任 。这是与日本社会的发展状况相

适应的。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出现不少高学历女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 ,许

多家务劳动都自动化 ,极大地方便了家庭主妇;另外 ,负生育率也使女性从养育子女的繁重活

动中解放出来。她们有较强的参与社会的欲望 ,而担当日语教学志愿者这一工作 ,从多方面满

足了这一人群的精神需求 。

1991年 ,教师培养机构的设立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 “大学日本语教员培养课程研究协议

会”(简称“大养协”)成立 ,对教师培训有了更为科学的研究和具体指导。日本国内专门培养教

师的机构 、团体 、大学越来越多 ,海外的日本语教师也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2005年 ,日本国

内的日本语教师 30084人 ,海外日本语教师 44321人。日本国内各类培养机构达到 476所
⑨
,

大学院 、大学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以及社会上的团体和设施都可以按照国家制定的培养

标准开设培训课程 ,多样化的培养机构使得人们比较容易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 ,教师素质

因此大大提高。

日本语教育能力考试是一个衡量教师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 ,自 198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 ,

由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负责实施 。根据其公布的数字
⑩
, 2006年应试者 5317人 ,

合格者1126人。20年间的应试人数和合格人数都比较稳定 ,这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该项考试

的权威性 。

(五)多方位的信息交流及传播渠道

1980年后 ,作为国际交流 ,各地都展开了针对来日外国人的支援活动 ,以“日本语教室”的

形式进行日本语培训 、辅导 ,运营者个人或团体同仁之间建立起广泛的网络联系 。日本语教育

方面的专书和刊物也纷纷面世 。1982年出版的《日本语教育事典》多次重印 ,被誉为日本语教

育的百科书 。近年来日本语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 2005年《新版日本语教育事典》出版
[ 7]
,内

容上进行了更新 ,突出了实用价值 。

1986年 ,Aruku(アルク)出版社出版月刊《日本语ジャÅナル》(2003年停刊),介绍日本语

及日本语教育信息 ,1988年出版《月刊日本语》 ,面向日本语教师 ,在日本语教学方面及相关考

试方面提供建议 ,刊登最新的日本语教育信息 。1991年 ,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语国际中心创

刊《日本语教育论丛 世界的日本语教育》 。

除了教学机构外 ,还有更多的人是通过其他渠道学习的 。1991年 ,NHK教育电视台播放

《标准日本语讲座》 ,针对的是无法集中时间学习的人群;“入管法”修订以后 ,随家族赴日的儿

童大量增加 ,1992年便针对这个群体创办了刊物《学日语》。

日本的信息网络非常发达 ,日本语教育方面也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优势。1993年 ,文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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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日本语教育推进政策 ,文化厅官方网站上辟有日本语教育栏目 ,对日本语教育进行全方

位的调查和指导 。这些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标 ,即更好地推广日本语教育 ,使日本语教育国际

化。2000年 ,文化厅建立了日本语教育的综合性网站栏目
 11
,提供各种相关信息 ,次年由国立

国语研究所运营 。2000年 ,文化厅国语审议会就“对应于国际社会的日本语状态”向文部科学

大臣进行答复 ,次年国语审议会改为文化审议会 ,其下设置国语分科会 ,日本语教育则归入该

部门负责 。

(六)分工明确 、任务细化的机构组织

日本文化厅提供的信息中 ,与日本语教育相关的机构组织目前达到 20个 。有的机构比较

单纯 ,专务某一项工作 ,有的则负有多重任务 。但无论做什么 ,任务都十分明确 ,主要的工作涉

及以下方面
 12
:

主要工作 相关机构

举办研究会 、专题研讨会
语言文化研究所 、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 、日本语教育学会 、国立大学日本语教育

研究协议会 、大学日本语教师培养课程研究协议会

提供研修 、培训
教师研修中心 、国立国语研究所 、言语文化研究所 、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 、日本

语教育学会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

利用 IT进行教学
国立国语研究所 、国际交流基金会 、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 、国际文化论坛 、日本

语教育学会

与大学等机构合作 国立国语研究所 、日本语教育学会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

提供基金资助 国际交流基金会 、语言文化研究所

调查 、发行出版物
国际交流基金会 、言语文化研究所 、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 、日本语教育学会 、日

本语教育振兴协会 、大学日本语教师培养课程研究协议会

针对海外进行教学
国际协力机构 、语言文化研究所 、国际研修协力机构 、国际研修协力机构 、国际

日本语普及协会 、自治体国际化协会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

举办相关考试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援助留学生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 、日本私立大学团体联合会日本语教

育联络协议会

援助难民 、从中国归国者 亚洲福利教育财团 、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会中国归国者定居促进中心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站 ,非常详细地列出其工作宗旨 、工作情况 、最新信息等 ,便于人们

及时 、全面了解该机构的工作。如在文化厅官方网站的“日本语教育关系”栏目之下开设了 10

个子栏目:充实地区日本语教育活动;文化厅日本语教育大会;推进针对外国人的日本语教育;

今后日本语教育施策推进活动的调查研究;针对难民的日本语教育;针对中国归国者的日本语

教育;日本语教育指导方法的改进;日本语教育支援综合通讯网络系统的构建;日本语教育支

援综合通讯网络系统;日本语能力考试 、日本语教育能力考试;日本语教育关系团体一览 。而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网站“日本语教育国别信息”栏目信息来源很多 ,由日本大使馆 、总领事

馆 、国际协力机构(JICA)、国际交流基金会海外事务所 、交流协会(台湾)等提供信息 ,国际交流

基金会进行综合整理 ,便于人们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日本语教育实施情况 、各地教育制度与外

国语教育情况 、使用的教材及教师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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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的语言推广政策带来的启示

日本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利用多渠道 、多种方式普及日本语教育。日本语教育得

以稳步前进 ,除了其综合国力带来的影响之外 ,更得益于组织机构上保证 、经费调拨上充足 、研

究布局上合理 、资料信息准确 。从政策的制定到各项措施的实施直至结果的反馈都井井有条 ,

能够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日本语教育方面的信息广泛而深入 ,无论是教学设施 、师资力量 、学习者情况 ,还是教学研

究动态等等 ,都有一定的权威信息渠道 ,教学机构 、学习者 、教师等数字比较精确 ,查找往年的

资料非常便利。很多工作不仅有计划性 ,而且有连续性 。

我国已经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 ,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指导

思想 、总体规划和政策措施。为培养新形势下所需要的教学和推广专门人才 ,国家还设置了国

际汉语硕士专业学位 ,为科学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提供了保证 。我们也正朝着建立一套全

方位 、有效的推广体系的目标而努力 ,不过在前进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有些“政策的初

衷是很好的 ,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 8]
。日本的语言推广经验在以下一些

方面值得借鉴。

(一)在推广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理论准备

语言推广方面要在组织建设上予以保证 ,财力方面予以支持 。各项政策出台能够有较为

充分的研究论证 ,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

(二)建立较为完备的国内外教学信息库

要对国内外整体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对已有的各项资源进行盘点 ,数据准确 ,经得起

检验和分析 ,分类要科学 ,条目要细致 ,国内和海外的教学作为不同类别进行研究。基础工作

越扎实 ,制定政策时才能越客观 、越有针对性 ,同时还能够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三)设置职能化 、小型化的推广辅助机构

与语言推广相关的工作内容多 、范围大 ,应有多个组织机构去分担 ,职能的细化保证了各

项工作能够落实 ,职能的深化则保证各项工作能够完善 。研究和制定政策 ,收集和分析相关信

息 ,举办各类研讨会 ,提供研修和培训 ,利用 IT 进行教学 ,与大学交流合作 ,提供基金资助 ,援

助海外教学 ,等等 ,这些工作如果有相对独立的机构承担 ,工作将会更有成效 。有的机构必须

由官方管理 ,有的机构则可以依靠民间力量运作。

(四)增加培训机构 ,扩大志愿者服务渠道

学习者类型和目的多元化 ,就要相应扩展教学场所 ,建立适应不同目标的学习机构 ,在政

策上对民间办学予以鼓励和支持 ,培养国民对语言推广工作的关心意识 ,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

投身其中 。

(五)对海外教学予以多方位的支持

日本对海外的日语学习机构提供人力 、物力 、经费上的支持 ,并协助对方编写合适的教材 。

除了派出一般的语言教师 ,还非常注意对师资力量的培养。一方面将学者 、教师派出去从事培

训工作 ,一方面将对方的教师 、学者请进来研修 ,针对不同对象和目的设置课程 ,供人们选择适

合自己的课程。

汉语国际传播工作刚刚开始起步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发展空间 。借鉴他国经验 ,能够使

我们将眼界放得更远 ,将对外汉语放在世界语言推广的大环境中进一步思考 ,我们一定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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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套科学 、有效 、长久的汉语国际传播体系 。

[附　注]
① 语文出版社《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 2001 年出版 ,关于日本的语言传播政策虽有专论 , 但资料信

息都是 19 世纪 80年代的。

② 日本于 2001 年 1月重组各省的架构 ,将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现在的厚生劳动省。

③ 参见该机构网站 http:  www.kikokusha-center.or.jp kikokusha kiko-jijo chugoku mhwdata index- f.htm 2007.10.2

④ 日本把学习日本语的语言生称作“就学生” 。这 1 万人中不包括这些人。

⑤ 参见 http:  www.mext.go.jp b-menu hakusho nc t19930714001 t19930714001.html 2007.10.7

⑥ 结果见文化厅网站 http:  www.bunka.go.jp 1aramasi gaikokujin-nihongoisiki.html 07.10.5

⑦ 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是世界上第一批援助计划之一 ,在 20 世纪 50年代由英联邦国家发起 ,旨在通过

以资金和技术援助 、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 ,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⑧ “看东方政策(look east)”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 ,与其向欧美学习 , 不如向同为亚洲的先进国家日

本和韩国学习。 1981 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个口号。

⑨ 国内教师数字引自参考文献[ 5] , 国外教师数引自参考文献[ 4] .

⑩ 参见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网站 http:  www.jees.or.jp jltct result.htm 2007.10.7

 11 该栏目为 http:  www.kokken.go.jp  nihongo 

 12 参见文化厅网站 http:  www.bunka.go.jp 1kokugo nihongo-kyoikudantai- jigyou -ichiran.html 2007.10.5 ,各机构

分别有行政法人 、财团法人 、独立行政法人之分 , 本文只取其机构名称 , 略去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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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

2008年10月 17日至 21日 ,由河北大学主办 、商务印书馆协办的第七届全国汉语词汇学

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吉林大学 、厦门大学 、

香港城市大学 、澳门理工学院等海内外 50余所高校及科研 、出版机构的 100余名代表参加了

研讨会。本届研讨会主要议题为:基于语料库的汉语词汇的分析和描写;词汇研究理论和方法

的继承 、借鉴与创新;古代 —现代 、普通话—方言 、中—外通透的词汇研究;动态与静态 、宏观与

微观 、理论与应用结合的词汇研究;词法与句法的界面研究。会议收到论文 101篇 ,在为期两

天的研讨会中 ,与会代表分别在大会上或小组内报告 、宣读了论文 ,并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

出席本届研讨会的与会代表 、著名学者和提交论文的数量比往届有所增多 ,表明在信息技术高

速发展 、汉语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 ,汉语词汇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 ,并为语

言学各个领域所关注 。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第八届全国汉语词汇学

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0年在苏州大学举行。 (建　华 、傅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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