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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Chinese lan-
guage teaching in Indonesia has made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surve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Medan area of Indonesia，the author describes its current teaching mode，teacher strength，specific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it. Finally，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way of how to
teach Chinese well.

一 棉兰汉语教学的发展

棉兰 ( Medan) 是印度尼西亚第三大城市，位于印尼

苏门答腊岛东北部，为北苏门答腊省 ( 简称“苏北”) 的

首府。棉兰市共有 21 个区和 151 个分区，人口 220 多万。
民族主要有爪哇族、马达族、马来族和华族等，华人约占

人口总数的 20%［1］。
汉语教学在棉兰经历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坎坷际遇后，如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 1994 年以来，

印尼政府先是指定国立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私立珀尔沙达大

学的汉语系开设汉语必修课程，培养汉语高级人才，汉语

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之后，印尼政府又批准各地旅游院校

开设汉语选修课程。1999 年，棉兰地区将汉语列为中、小

学的主要选修课程，同时不再限制华人举办各类汉语补习

班。汉语教学对象范围扩大，不仅华人学习汉语，许多印

尼友族原住民学生也参与到汉语的学习中。2001 年 10 月
27 日、28 日，雅加达、泗水、棉兰、万隆四地举办首次汉

语水平考试 ( HSK) ，汉语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2001
年尤芳美先生在棉兰地区组织华文教师成立了苏北华文教

师联谊会，2003 年黄世平先生组织成立了苏北华文教育促

进会，苏北汉语教学在各种组织的协调下有序地开展起来。
2004 年 9 月 20 日，苏西洛总统上台，承诺给予华人各

种平等权利，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2005 年 4 月 25
日，苏西洛总统又在雅加达发表印尼中国结为战略伙伴关

系宣言，强调加强中印的教育合作，鼓励相互学习对方语

言。2007 年 12 月两国教育官员商讨了有关汉语教学合作的

具体事宜［2］。
2007 年 2 月 15 日，苏北华社慈善与教育联谊会 ( 简称

“苏北华联”) 成立。2007 年 8 月北苏门答腊大学 ( 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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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苏北大学”) 与中国暨南大学合作成立中文系，并

招收第一届以印尼原住民为主的 38 名学生，这标志着汉语

教育正式成为棉兰地区大学的正规教育。2008 年 9 月 8 日，

为了进一步促进苏北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由华人共同捐

资，并与广东省侨办、华南师范大学以及棉兰国立师范大

学合作，苏北华联成立了苏北地区第一个综合性设施完善

的汉语教育机构: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该校不分种族地面

向社会招生。

二 棉兰汉语教学的现状

目前，棉兰的汉语教学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

迅速。本文拟从棉兰汉语教学的形式、办学方式和师资力

量、课程设置与汉语教材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 棉兰汉语教学的形式

棉兰汉语教学主要有大学、中小学、补习学校 ( 含佛

堂补习班) 、三语学校、家庭补习五种形式。
1. 大学汉语教学形式

在棉兰，专门从事汉语教学的大学机构主要是苏北大

学中文系和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苏北大学是印尼非常著名的公立大学。经印尼教育部

批准，该校文学院从 2007 年起与中国暨南大学合作建立中

文系。截至 2010 年 9 月，苏北大学中文系已招收四届学

生，共计 158 人。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是由华人共同捐资兴

建的带有在职教育性质的语言学院，目前在校学生人数
580 人，中文系约有 400 人，其中原住民 30 人①。

其他的一些大学一般把汉语作为选修课，一周两节左

右。如由美国卫理教会创办的卫理大学、伊斯兰大学 ( 公

立) 、诺民生大学、IBBI 大学以及 Singamangaraja 大学等。
汉语作为语言教学一般仅限于字音认读和课堂口语层次。

值得关注的是，汉语正在被原住民慢慢接受。以苏北

大学中文系为例，2007 年中文系成立之初，学生选择汉语

多非自愿，主要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2008 年招生时，

很多高分考生自愿填报中文专业，调剂的学生数量不多。
作者曾随机调查了苏北大学中文系 50 位原住民学生，调查

结果显示: 36% 的学生是自愿选择学习汉语; 52% 的学生

认为汉语的商业价值是其选择汉语专业的最重要因素。
2. 中小学汉语教学形式

随着政府关于汉语教育法令的颁布，印尼各级中小学

校陆续开设了汉语选修课。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的形式和

数量有所不同。小学一般每周 6 节，初中一般每周 4 节，

高中一般每周 2 节。如在棉兰地区最有影响的苏东牧学校，

在校人数达到 3 万人，各年级全部开设汉语课。小学每周 5
节，初中 4 节，高中 2 节。另外还有比较著名的卫理学校
( 现已由卫理一校发展到卫理十四校) 、三山学校、韩江学

校都开设有汉语必修课。
中小学特别是公立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受到社会经济条

件和语言环境的影响，学生仅仅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进行

训练，在课余时间缺少练习汉语口语的机会。辅助的参考

资料和阅读资源都十分匮乏，也缺少必要的诸如演讲比赛、
汉字比赛等激励措施，汉语教学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介绍

不多，所以很难培养起学生对汉语的兴趣，这些都对汉语

教学的效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3. 补习学校的汉语教学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棉兰的汉语补习学校发展迅速。
目前较为著名的、规模比较大的有崇文华文学院、捷捷语

言学校等。崇文华文学院和中国的华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不定期向华侨大学推荐和输送优秀学生继续深造。捷捷语

言学校在校补习人数多达 450 人。因华人多信奉佛教，所

以棉兰地区佛堂在传授汉语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以棉兰

最大的佛堂慈光弥勒佛院为例，2009 年 3 月在佛堂内正式

开办汉语补习班，开办之日即有约 180 名学生前来报名。
像佛堂这类补习学校或补习班，不但重视汉语教学，还注

重中华文化的传授，《弟子规》、《三字经》都是其教学内

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华裔不会说汉

语，或汉语水平普遍较差，出现汉语的断层现象。很多华

人心系中华，希望后代能对中华文化有所传承，因此补习

班大受欢迎。
4. 三语学校的汉语教学形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商业价值

凸现，而且棉兰地区华人众多，汉语教育前景广阔。但单

一的汉语教学很容易受生源、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出

现了很多三语学校，从事英语、印尼语、汉语三语教育。
比较有名的学校如南洋之晖学校、甲大国际规范学校、JU-
WITA 学校、PIAGEET 学校、CHANDRA KUSUMA 学校等，

三语学校比较重视汉语教学，它把汉语和印尼语、英语放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汉语课程一般每周达六节或更多。
5. 家庭补习的汉语教学形式

汉语家庭补习教育 ( 家教) 在棉兰占有重要地位。特

别是在对汉语控制最为严格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华人

教师冒着风险进行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授工作 ( 对象仅限于

华人子弟) 。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常

恶劣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成长。家庭补习对棉兰华文教育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走访发

现，现在加入华文教师联谊会的汉语教师约有 210 人，他

们大都从事兼职汉语家教。据苏北华文教师联谊会 2011 年

统计，棉兰现在大概有 300 名汉语家庭教师。接受补习的

学生数量，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一一统计。但通过对汉

语补习老师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一名汉语老师一般拥有 3
－ 5 个补习学生或更多。由此可见参加汉语补习学生的整

体规模。
(二) 棉兰汉语教学的师资条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印尼的汉语教育事业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教学条件较差，教学资源匮乏，教师待遇

低下，是严重阻碍印尼汉语教育发展的绊脚石。
印尼政府意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印合作不断

加强的今天，学习汉语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认识到汉

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促进中印经济合作和交流方面发挥的重

要影响，所以在国立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但由于政府办学

经费严重缺乏，单靠国立大学的力量很难长期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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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依托中国国内大学进行合作办学。这也是目前印

尼国立大学办中文系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3］。他们联合中

国的一所大学，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利用中国的教育

资源，在师资管理、课程设置等各方面加以借鉴。以苏北

大学为例，中文系的学生每学年只需交 200 万盾 ( 约合人

民币 1300 元) 的学费，其他由政府负担。但需要引进中国

教师，相关教学设施条件都需从零做起，显然困难重重。
所以苏北大学与中国暨南大学开展合作，并借助印尼咖啡

公司得到部分资金上的支持。苏北大学中文系有本土汉语

教师四位，他们一节课 ( 50 分钟) 的课酬是 5 万盾 ( 约合

人民币 35 元)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福利待遇。硬件

设施亟待加强: 中文系没有固定课室，只能借用历史系的

教室; 没有多媒体课室，只有一个较为破旧的语音室。同

时缺乏本土的高素质的汉语教学管理人才，中文系的管理

者不懂汉语，对汉语的教学规律也知之甚少。为支持苏北

大学的汉语教学，暨南大学每年派出两位专业汉语教师协

助其汉语教学工作。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帮助苏北大学建立

了完善的课程体系和学生评价体系，对其教学目标和教学

要求也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是由华人共同捐资建立的，学院的

发展得到了苏北最大的钢铁企业苏钢集团和知名报纸集团
《星洲日报》的大力赞助。广东省侨办在师资上对亚洲国

际友好学院给予帮助，从全省高校中选拔一些汉语教师或

是研究生志愿者到棉兰任教。亚洲国际友好学院还与棉兰

国立师范大学合作，学生可以进修该大学的师范课程，考

试合格后授予教师合格证书。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同时与中

国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凡在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就读的中文

专业学生，可享受“2 + 2”的教学模式: 即学制 4 年，1 －
2 年级在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完成规定课程，3 － 4 年级可在

华南师范大学完成，毕业时，可获得华南师范大学和亚洲

国际友好学院联合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教学条件优越，具有完善的教学管

理部门，并且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测评制度，教学效果都得

到量化; 积极进行诸如汉字比赛、朗诵比赛、书画展览等

活动。现在学院有 25 位广东省侨办派来的汉语教师和 20
多位本地教师 ( 有些兼任行政管理人员) 。尽管有 40 多位

老师，但还是不能有效满足教学的需求。中方派出的汉语

教师都是经过选拔的。他们的薪酬由广东省侨办和亚洲国

际友好学院共同承担，按教师的职称级别确定薪酬标准，

保证每位老师的待遇不低于每月 6000 元人民币，教师备课

采用集体备课的形式，不定期组织教师听课，以保证教学

质量。但外派汉语教师的选拔机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些外派老师非对外汉语专业出身，之前没有接触过对外

汉语教学，以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教师

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

和提高。
棉兰中小学的汉语课多为选修课，学校出资聘请汉语

教师以完成汉语课程。汉语课一周 2 － 4 节。多数中学的高

中部，一个年级只配备一个汉语教师，汉语教师都是超负

荷运行，且待遇条件较差。授课内容、教学进度、效果评

价等都没有明确要求，完全由任课教师自己安排。作者访

谈了苏东牧中学的武俊谕老师，了解到每个高中部的汉语

教师要带 15 个班的汉语课，一周 30 节，工作量相当大。
中小学本土的汉语老师在上岗前并没有经过正式的培

训。汉语教学局限在认读阶段，注重口语和趣味性，层次

较低，学生不能获取完整、连续、系统的汉语知识。小学

的学习内容在高中还会部分重复。印尼教育部对中小学的

汉语教学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相关的文件规范，汉语教学还

处于半自觉阶段，对中小学汉语教学的规范管理亟待加强。
补习班和三语学校可根据学生的数量和水平及时调整

学校规模和师资力量，办学灵活。师资条件因不同学校而

差异较大。资金雄厚和规模较大的学校一般聘请本地华文

教师和中国国内汉语老师，如崇文华文补习学校、南洋之

晖三语学校等。
(三) 棉兰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与汉语教材

1. 课程设置
棉兰地区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形式多样，但正规公立

院校都是借鉴中国大学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

实行学分制; 有些虽然经过改造，但是整体上大同小异;

绝大多数中小学和三语学校则借鉴台湾地区或是新加坡的

课程模式。
以苏北大学为例，它主要是借鉴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

院汉语系的本科课程设置，对学分和课程设置做出了明确

的要求，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按照大纲的要求顺利完成。

表 1 印尼苏北大学中文专业第 7 学期课程设置

第 7 学期 课程名称 周课时 学分

1 高级汉语Ⅱ 8 8
2 应用写作 4 4
3 汉语语法概要 2 2
4 中国现当代文学 2 2
5 中国文化概况 2 2
6 印汉翻译 2 2

表 1 是苏北大学中文专业第 7 学期的课程设置。由于

苏北大学汉语教学达不到中国国内汉语教学所具备的充足

的时间和师资条件，特别是在印尼原住民严重缺乏口语练

习的语言环境下，教学进度一般都会推迟，每一学期结束

时很难按时完成既定教学目标。从整体的学分和课程安排

来看，与汉语教学相关联的中华文化的选修课程相对较少，

如剪纸、太极拳、书法等特色选修课程都没有出现在培养

方案中，不利于学生汉语学习兴趣的培养。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汉语教学亦采用学分制，学制 4

年，共 8 个学期，2700—2800 个学时，要求修满 150 个学

分 ( 包括实习和毕业论文) 。同时按照学生的需求对汉语

进行分类分块教学的模式，设立师范汉语、商贸汉语、旅

游汉语三个方向。学生必须修完本专业课程，取得规定的

学分，通过论文答辩，HSK 考试通过八级 ( HSK 新标准出

台，学校会对要求做相应调整) 后，方可毕业，并颁发国

家汉语言专业毕业证书以及授予学士学位。但是学生一般

都愿意选择短期学习，只有少数选择读完四年本科。学院

在三个汉语方向课程上的区分并不明显，对各自教学目标

和效果也没有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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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课在中小学大都是选修课。汉语教师讲授自由度

较大，教学内容着重学习词语与阅读课文。学生的口头表

达能力不强，课堂教学效果有限。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

因为班级学生较多，难以有效练习。二是学生汉语水平参

差不齐，不易统一讲授; 又由于汉语教师缺乏，无法进行

分班教学，不能因材施教。三是学生缺乏练习汉语的生活

环境。在课堂外，原住民学生用印尼语沟通，华人学生多

用福建话沟通。四是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与培养方案的指

导，各自为政。
苏东牧学校是棉兰非常有代表性的汉语教育学校，目

前在校学生总人数达 3 万人。其教学体系完善，在课程设

置和教材使用上都能大体反映棉兰中学的现状。苏东牧学

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其汉语课程设置详

见表 2。

表 2 苏东牧学校汉语课程设置

苏东牧学校 小学 初中 高中

每班人数 60 55 55

每周课时
4

( 每节 40 分钟)

4
( 每节 40 分钟)

2
( 每节 40 分钟)

使用教材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小学华文》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中学华文》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中学华文》

南洋之晖三语学校设有幼儿班、小学、初中。其在教

学模式、办学理念以及课程设置上可以作为三语学校的典

型代表 ( 见表 3) 。

表 3 南洋之晖三语学校汉语课程设置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每班人数 20 20 20

每周课时
7

( 每节 30 分钟)

12
( 每节 30 分钟)

10
( 每节 30 分钟)

使用教材

马来西亚

出版社
《彩虹》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小学华文》

附加
《公民道德》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中学华文》

在南洋之晖三语学校，汉语、印尼语、英语所占课程

比例分别为 40%、10%、50%。汉语教学的课时安排比较

合理，每天都有汉语课，学生可以每天接触到汉语，有较

多练习口语的机会 ( 而苏东牧学校之类的中学学生一周只

有一次可以接触到汉语，仅有 90 分钟) 。在三语学校，汉

语教师基本上能够较为系统地讲授汉语，少有重复的授课

内容。
2. 汉语教材

大学主要以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为主，

如《汉语教程》、《汉语阅读教程》等系列教材。多数中小

学、三语学校以新加坡 “中小学华文”系列教材 ( 表 2、
表 3 中均有提及) 为主，如卫理学校、南洋之晖学校等。
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使用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主编出版

的《中文》教材，如甲大国际规范学校、慈光汉语补习

班、韩江学校等。另外，敢鹅城惠民三语学校、棉兰圣道

中学等 学 校 使 用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华 语》
教材。

在教材的系统性、知识的连续性方面，各个中小学没

有严格的规范。以苏东牧学校为例，初一使用的课本《中

学华文 ( 特别课程) 》第一册，初二使用第二册等，教材

难度逐步递增。但是在高中阶段，语音和词汇会出现重复

讲授的现象。
整体来看，棉兰地区汉语教材丰富多样，内容贴近生

活，注重实效，由浅入深，符合学习规律，对提高学生汉

语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教材

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课外阅读材料太少，扩展空间不

大，特别是对印尼本地学生来说，对汉语的接触面很窄，

亟需增加课外阅读的材料。
另外，教材中话题的设置一定要考虑到印尼本地的风

土人情，那些有关中国风俗却又很少背景介绍的话题，对

印尼学生来说非常陌生，学生感到无话可说，无法调动其

积极性。很多小学使用新加坡的《新小学华文》教材，但

老师们普遍反映其难度高于棉兰小学生的中文整体水平，

虽然在配套练习上比较完善，但是生字词太多，内容较复

杂，而且与印尼习俗相脱离，学生接受困难。 《华语》教

材内容丰富，目标明确，但是缺乏趣味性，互动环节设置

较少，很难使学生在课堂上主动投入其中。因此，教材如

何与本地特色更好地融合，亦是印尼汉语教育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四) 棉兰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棉兰汉语教育的实地调查和分析，我们对印尼

棉兰地区的汉语教学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棉兰地区的汉

语教学近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主

要表现在:

( 1) 本土汉语教师匮乏; 汉语教师缺乏统一的培训和

交流，各自为政。
( 2) 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华裔学生汉语水平不

高; 出现汉语语言断层现象。
( 3) 大学汉语教学课程设置多机械模仿中国，不能结

合实际; 缺乏专业的汉语学科管理人才; 中小学汉语教学

没有系统长远的规划，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

缺乏对教学过程和效果的评价与量化。
( 4) 汉语教材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教材编写忽视了

对印尼文化的融合。
( 5) 教学环节不符合教学规律。从小学到中学的教学

内容互不联系，内容重复; 汉语教学不能深入开展，过分

注重基础口语; 缺乏练习汉语的语言环境。
( 6) 过分强调基础课程，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介绍，难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以上汉语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决定了印尼的汉语教学

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同

时针对问题，及时制定和调整教学策略，( 下转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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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汉语教学健康快速发展。
( 1) 加大对汉语教师的培养力度。
中国国家汉办 2009 年要求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9 所高校加强开设东南亚国家汉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加大

对本土教师的培养，逐步取代外派志愿者，使汉语以及中

华文化更好地融入当地。同时充分利用华人社团的凝聚作

用，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协调组织教师进行多方面

的学习和交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和棉兰华社合作，举办

汉语本科函授班，效果理想。现已有 51 名学员于 2010 年 6
月毕业，并正式被授予暨南大学颁发的学历证书。现在暨

南大学已筹建研究生远程函授教育。函授教育极大地提高

了本土汉语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受到汉语教师的

欢迎。
( 2) 针对学生汉语水平参差不齐、语言断层较为严重

的现象，除了加强正规学校的汉语教育之外，还需借助非

全日制补习班的功能，加强对补习班的管理。建立补习管

理机构或补习协会性质的机构，规范补习教育机构体系，

把家庭教师纳入培训人员范围。

( 3) 鼓励针对学生实际和印尼国别特点编写或修订教

材，使汉语知识更加系统性。
( 4) 华人社团要积极推动中小学汉语教育纳入印尼国

民教育体系的工作。教育管理部门要建立完善汉语教学的

指导和监督机制，制定在长远规划指导下的统一的科学的

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
( 5) 大力进行中华文化的推介，真正激发学生学习汉

语的兴趣。在设置课程时适当加大兴趣课程比例，如书法、
唱歌学汉语、剪纸等。通过各种形式的汉语知识比赛，如

朗诵、演讲、汉语桥等，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宣传。同时积

极鼓励原住民学生学习汉语，塑造原住民 “汉语明星”，

争取友族对汉语的文化认同。
( 6) 大学中文系发展的质量决定着汉语教师本土化的

成败。建设发展大学中文系是培养汉语教师的主要途径。
大学中文系在招生时，需要对生源进行筛选，尽量使具有

一定汉语基础的学生能够进入到中文系，这样才能够保证

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汉语教师、翻译等专门人才。要

想真正解决汉语教师本土化问题，必须加强中文系本科以

及研究生等更高学历的学科建设。

【注 释】
［1］〈印尼〉陈祥立: 《棉兰华人面面观》， 《印广日

报》，2008 年 2 月 3 日。
［2］宗世海、李静: 《印尼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

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3］贾益民: 《印尼华文教育的几个问题》，《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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