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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LONG Tao, Dimitar Ivanov, ZHENG Shimeng, YIN Siq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
nese and expands the teaching objec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from business 
specialists (professionals with business Chinese as occupation) to a wide range of for-
eign business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will go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during which the cultur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should be catered carefull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geograph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knowledge can 
be integrated. To a wide range of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eaching them the prim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knowledge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business 
and also basic language ability, which they need first.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stages of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s, they 
should follow the system of in-depth training.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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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重新界定了国际商务汉语的内涵，将国际商务汉语的
学习和教学对象从商务专门人才（以商务汉语为职业的人才），延伸包
涵至有意向与中国合作的广泛的国外商业人士。依据跨文化适应的不同
阶段，对开展商务汉语教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跨文化适应的第一阶
段和第二阶段，可以融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方面知识，
向国外商业人士讲授他们关心的，也是首要了解的与中国相关的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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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知识和语言能力。在跨文化适应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应按照
专业人才的要求，进行系统地深入培训。

关键词：商务汉语教学，跨文化适应，对策

1. 开展商务汉语教学的新形势和商务汉语教学的新内涵

1.1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自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全面改革，大胆实

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使得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逐步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现阶段，中国正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发展政
治、经济、文化关系，进行全方面合作和交流，来华从事商务活动的国
际友人大幅增加，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商务活动日趋活跃。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
期间，先后提出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1）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两者合称——“
一带一路”提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自“一带一路”倡议及实践以来，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加，对商务汉语方面的人才需求也日益突出。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欲了解中国、探访中国、到中国寻求商机的各国商人也在与日俱
增。

1.2商务汉语教学的传统内涵
随着欲了解中国、探访中国、到中国寻求商机的各国商人的增

加，以及商务汉语专门人才的培养需求，商务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应适应
新的形势。在传统内涵上，商务汉语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汉语，是专门用
于商务场合的工作与交际的语言，主要是为从事与中国进行经商、投资
等各种经济交往的外国人士所设置的专门汉语。这里所说的商务，是“
大商务”概念，既包括企业经营、商贸、工商税务等事项，也包括与商
业交叉的日常生活，涵盖了具有商务因素的所有领域。

商务汉语属于对外汉语的范畴，但是商务汉语有其独特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商务汉语与专业汉语和交际类汉语较为密
切。商务汉语用于商务活动，专业性更强。由于商务活动需要交流，所
以对交际性的要求更高。其二，商务汉语是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工
具。商务汉语的根基仍然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积淀。在商务汉语
中，文化应该主要指“外国人在语言学习和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
是能让外国人学习并理解汉语，能使用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所需要掌
握的基本文化知识。

商务汉语的学习者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1）具有各自的文
化背景。商务汉语的学习者为成年人，他们都具有各自的母语文化背
景。学习者也可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也有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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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2）学习目的较为明确。学习者是已经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商务
人士，或者是为了以后从事商务汉语职业的青年学生，他们具有主观意
愿去提高汉语、同时了解中国。但是，不同的学习者学习目的不一样；
（3）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和教育背景。大部分商务汉语的学习者已经
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教学内容应该有所侧重，内容
应有指向性，有延伸性。与其他的汉语学习者应有区分，教师要因材施
教。

1.3孔子学院的发展与开展商务汉语教学的责任
孔子学院在全球创办12年来，在中外双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下，孔子学院稳步发展，办学质量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得到拓展，运行
机制日益健全，为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已在140个国家建
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各类学员达210万人，成为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的“架桥人”和世界认识中国、中国与各国深化友谊和合
作的重要窗口。习近平主席指出，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中，孔子学院依据其覆盖面，结
合其平台的优势，开展商务汉语教学将是其机会所在、任务所在、责任
所在。服务于中外企业，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孔子学院的
光荣职责所在，也是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今后，依据市场
需求，在全球化开展商务汉语教学，存在可行性。同时，也具有必要性
和紧迫性。

1.4商务汉语教学的新内涵
传统的商务汉语教学，要求学习者通过商务汉语的学习成为商务

汉语的专业人才。然而在新的形势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商人（或寻求商机的潜在商人）想了解中国，欲学习基础汉语知
识，欲访问中国，与中国人、中国市场打交道，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同时，在
新的形势下，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奇迹地得到快速发展，在短短12年
内，在140个国家建立了超过500所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的覆盖力之
大，难以想象。越来越多的商人（或寻求商业合作的潜在商人）可以通
过孔子学院，有机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包括商业
汉语）。如果孔子学院能提供学习商务汉语的基本知识，一定将受到欢
迎。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界定商务汉语教学的新内涵：面向寻求与中国
合作商机的商人（或潜在商人），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为学习目
的，融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的基础商务汉语。

2. 跨文化适应与商务汉语教学

商务汉语教学是以汉语为手段，以商务交际为教学目的，其任
务：培养学习者在商务活动中使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一部分，商务汉语与普通汉语教学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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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循普通汉语教学的规律和特点。但同时作为一种专门用途的语言教
学，商务汉语教学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和语体
风格的正式性。商务专业词汇和相关的句式成为商务汉语教学内容的一
部分，而商务语言应用的活动场景决定了语体的正式和庄重性。其次，
商务汉语与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普通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但是商务
汉语更是处处体现文化。

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布朗（Douglas Brown） 把文化适应分为四个
阶段：兴奋阶段、休克阶段、初步适应阶段和基本适应阶段。第二语言
学习者在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时，最初充满着新鲜感，
但文化好奇会随着与当地文化的进一步接触而很快消失，进入到了文化
休克阶段。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曾提出文化休克这个概念，它是指一个
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
和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经历休克阶段
后，语言学习者会自觉寻找一种方式，加强对当地文化的探知和学习，
慢慢建立自己的文化适应体系，进一步适应当地的文化。文化适应的最
高阶段，就是能与当地的文化很好地交流与互动，并最终达到文化的交
融。

文化影响着语言的同时，语言教学势必要体现文化传播。国际商
务汉语教学要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紧密结合起来，符合教学中的阶段
性、针对性原则，选取适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出具有较强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商务人才。参照布朗和奥博格的理论，结合语言教学
的实际，考虑到商务汉语学习者的特殊性，我们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以下
四个阶段。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段，应实事求是，区别进行教学，具体
的学习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学方法上，均应有所区别。

2.1跨文化适应第一阶段：文化好奇和文化好感阶段
在前文中，我们提及商务汉语的新内涵。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

形势，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开展的文化和语言交流活动，越来越多
的国外人士（包括学习汉语的大学生、商人、寻求商机的潜在商人），
对中国产生好感，或产生好奇。在他们开展与中国的商业活动之前，或
开展商务活动之初，他们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状
况，想了解中国人的习俗，思维方式，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与中国相
关的商业活动。我们称之为文化好奇和文化好感阶段。这也是国外商业
人士或商务汉语学习者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商业市场、了解中国文
化的初步阶段。

2.2跨文化适应第二阶段：文化休克阶段
在文化好奇和文化好感阶段之后，国外商业人士会实地访问中

国，或者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接触，商务汉语学习者会找到在中国教育
机构学习商务汉语的机会。在访问中国初期阶段、或进入中国市场之
初，以及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初期过程中，由于跨文化的差异，由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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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遇到的麻烦，会导致国外人士的不适应，会产生疑惑、排斥的感
觉。这一阶段，通常正是国外人士寻求商机之初，也是能否与中国顺利
开展商业合作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文化休克阶段，有针对性地了解商
业人士的需求和困难，通过商务汉语教学给予辅导，提供中国政治、社
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基本信息，或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和方法，
同时辅助基础汉语言文化知识的教学，将会有利于他们顺利度过文化休
克阶段。

2.3 跨文化适应第三阶段：文化的初步适应和基本适应阶段
随着对中国、对中国市场的较深入了解，国外商务人士逐步进入

文化初步适应和基本适应阶段。而专业的商务汉语学习者随着课堂学习
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语义文化和语构文化因素呈现在学习者面前，在汉
语词汇、句子和语法中蕴含的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特点越来越突出。文化
的差异依然存在，跨文化适应进入新的阶段，需要了解的文化背景知识
和社会知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比如：（1）汉语的词汇。股市
中，中国用红色代表上扬的行情，绿色代表下行的行情。但是欧美股市
恰好相反，所以在读到“股市全线飘红，股民欣喜若狂”时，欧美人如
果不了解中国的颜色词背后的文化因素就很难理解这句话。还有汉语词
汇“松梅竹”这一类事物所隐含的文化喻意，都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文
化因素的体现。（2）语法中也有大量的文化内容的体现。汉语的句式
多用人称主语，多用主动式，并拥有大量表述主体意识和个人感受的无
主句，这类句式正是汉民族传统思维中以主体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的体
现。英语则倾向多用非人称主语句，主动句与被动句都广泛应用，但被
动句的使用比率高于汉语，这正是西方以自然为对象的认识型思维对语
言的影响结果。此外，外国留学生最难以掌握的补语，是为了补充说明
动作状态的程度、结果、情状，也显示了汉民族的心理活动。这种包含
了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心理现象的语法正是学习的难点和重点。这一阶段
的文化教学实际上就是围绕词汇和语法的逐步深入而展开的，词汇和语
法所涉及的相关文化内容和文化背景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

2.4跨文化适应第四阶段：文化融入阶段
经过长期的汉语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一部分商务汉语学习者的听

说读写已经不存在障碍，他们不再局限于表层，而是需要对中国社会各
个阶层和不同领域的文化现象深入了解。商务汉语学习者此时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方向选择适当的内容深入了解。比如人力资源
管理中的中国人际关系、股票资本市场中中国人的投资心理、商业领
域内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等等。这些内容涵盖了语体、语义和语用等各个
方面，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学习和体验。在教学方法上以个人主动地汲取
相关文化知识为主，以课堂上的教学为辅，除了专题讲座、主题辩论等
方式以外，个人随机、随时的文化吸收和互动也成为这一阶段的学习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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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文化适应不同阶段与商务汉语教学的开展

3.1跨文化适应第一、二阶段的商务汉语教学对策
针对跨文化适应第一阶段（文化好奇和文化好感阶段）和第二阶

段（文化休克阶段）的特点，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开展商务汉语教学。
3.1.1对策之一：重点解决语用系统中的一些语言文化因素。
在跨文化适应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因为语言问题会碰上生活

中的麻烦，甚至影响工作的进展，所以语言学习显得十分迫切，文化学
习的重点就是语用系统中的一些语言文化因素。比如如何打招呼、道谢
和道别等。以打招呼为例，中国人熟人之间很少用“你好”，反而是“
吃饭了”、“去哪儿”更常用一些。初来中国的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人为
什么用个人隐私领域的问题来问候，实际上提问者根本不需要知道确切
的答案，仅仅是寒暄的方式而已。又比如商务活动中对对方的敬辞和对
自己的谦辞，甚至包括买东西时的讨价还价、点菜时的生活用语、商务
宴请时如何敬酒，这都属于语用文化的范畴。在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
大部分的教材都涉及到了这些内容。除了课本上已有的文化内容，另外
还有一些随机碰到的文化问题。比如有的学生面对一大堆名片上的头
衔，急于了解如何使用适当的称谓来招呼中国的同事或者客户，这类问
题可能超出了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但是老师不能回避，而应该选择简
单实用的方法解答一些涉及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容。

3.1.2对策之二：融合中国地理、经济、文化讲授商务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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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的地域广大（963万平方公里），国外商务人士对中国地
域的了解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以及产业分
布，依据中国地区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
风俗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及团队研究人员，正在计划融合中国地
理、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布、各地风俗文化，进行适当的划分，以帮助国
外商务人士在短期内获得对中国经济、地理、文化的初步了解，以及掌
握基本的必要信息和知识。

3.1.3对策之三：采取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学习者会将所学习的语言和自己的母语进

行比较，教师可以把握住学习者的这一特点，采取对比分析的教学方
法，利用第二语言学习者母语的正迁移的影响，正确引导学生对两种语
言进行对比，使学生准确掌握母语和汉语语言文化的异同。同样，基于
商务汉语教学的实践要求，采取情景教学方法，将更加有助于培养学习
者的听、说交际能力，获得更加实用的汉语交流技巧。

根据这一时期学习的特点，教学方式还可以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和
任务型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是在课堂上通过任务设计创设真实语言使
用情境，主要着眼于交际双方使用目的语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角色与具
体语言环境的联系。举例来说，商务汉语课中有一篇关于中国私家车的
发展的内容，教师可以就此内容布置学生分组调查中国人购买私家车的
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并以此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营销策略。在调查
过程中，学习者在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同时，对中国人的汽车文化、消
费心理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体验式教学法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可以在课堂上或者课堂外让学习者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积累学习
经验。再比如，在学习中国的饮食习惯和商务宴请的社交礼仪时，不妨
带着学生到餐馆，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学习。从教学实践来看，在这一阶
段，体验式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均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显著。

3.2跨文化适应第三、四阶段的商务汉语教学对策
在跨文化适应的第三、四阶段，开展商务汉语教学的目的，应该

是培养商务汉语的专业人才。国内部分高校已经在面向留学生开设了汉
语言文化专业商务汉语方向。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商务汉语方向，集中
教授汉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侧重讲授汉语在国际贸易等商务
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国际商务、经济贸易等专业课程，并加强这方面的技
能训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熟练运用汉语进行
跨文化交际，从事国际商务、国际贸易、经贸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
人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要求是培养掌握经贸专业用语和国际贸易基
本知识，了解中国商业文化知识和商务礼仪，有较强业务素质，能够熟
练运用汉语在各类中外商贸机构中从事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3.2.1对策之一：商务汉语的教学内容应更加深入。
商务汉语主要是在与中国的商人进行商业活动时使用。商业活动

表现为多样性，有直接的货物交易、有投资交易，不仅是中国对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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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国外对中国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是交流的工具。因此，在
学习的过程中，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重点内容，对听、说、读、
写各种语言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使用商务汉语的知识和技能是教
学目标。优秀的商务汉语人才要求能够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务汉语词汇和
句式，熟悉各种题材的商务汉语文体，了解常见商务汉语的篇章结构，
能够运用所学的汉语和商务知识解决商业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3.2.2对策之二：商务汉语的教材应更加丰富，更加系统。
根据商务汉语的特点和实践要求，在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商

务汉语课的课程内容一般包括汉语语言知识、商务专业语言知识、商务
文化知识。普通汉语语言知识应包括汉语的基础词语、句法、结构和篇
章等；商务专业语言知识应包括商务专用词汇、商务活动中的专业句式
表达等；商务文化知识应包括经济文化、心理文化、政治文化、习俗文
化、民族文化背景及历史知识等跨文化交际内容。教材编写原则和教学
原则，都应该将实践和知识相结合，突出商务汉语的特点，要涵盖语言
和文化，即普通汉语语言知识、商务专业语言知识和商务文化知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商务汉语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国际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亟不可待，在培养专业的商务汉语人才的同
时，让范围更广的国外商业人士通过商务汉语课程的学习，加深对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了解，是目前国际商务汉语教学的另一个重
要任务。如何开发合适的教材、如何进行合适的课程设置、如何培训合
格的商务汉语讲师，将是我们对外汉语研究人员共同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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