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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regions) along the route. Language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re-
alization of BRI.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rich in language resources with a wide range of languages in nine major language 
families. Through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BRI countri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i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offers constructive sugges-
tions on how to address the language issues under the BRI framework.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ulti-lingual Policy; Language Education; 
Challenges; Suggestions 

引言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进行
正式访问时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
这是一项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倡议，旨在通过沿6条经济走
廊的陆路和海路网络，将亚洲与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届时改善区域一
体化，促进贸易，促进周边国家和相关地区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
中的“带”是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即陆路公路和铁路运输；而“
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航线。截至2021年12月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4。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过文化交流和融合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各方除了经济利益共享之外，成员
国间还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互利共赢，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然 而 ， 在 这 些 “ 一 带 一 路 ” 成 员 国 进 行 贸 易 、 沟 通 和
交流时，语言已然成为一定的障碍。据统计，“一带一路”
沿线6 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提出该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有2 4 0 0种语言（包括官方语言、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 
占目前使用的人类语言总数的35%。在这些成员国中，有8个国家拥有多
达100种现存语言（越南53个少数民族使用100多种语言），另有12个国
家的官方语言为2种，1个国家（即新加坡）规定了4种官方语言,共计54
种不同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包括汉语普通话，属于9个语系(王辉、王
亚蓝，2016a）。就跨区域和跨语言的相互作用而言，“一带一路”成
员国间的语言多样性是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基于《世界语
言结构图谱》为沿线国家使用的54种官方语言测算了语言障碍指数，并
根据障碍指数对语言服务的难度进行了评级，评级结果显示我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开展语言服务的障碍较大5。鉴于这些国家内部之
间多语种的实际情况，探索和改进语言政策，促进与“一带一路”建设
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教育发展迫在眉睫。

4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17/content_5664005.htm
5 http://qiong.zhonghongwang.com/show-144-56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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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语种政策

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
在宪法中规定了官方要求的语言或实际日常使用的语言，在宪法
中没有任何关于语言表述的其他国家分别为捷克、以色列和沙特
阿拉伯。尽管大多数国家都有两种语言并存的情况，但实际使用
的语言和法律规定的语言的区别主要是基于真实的语言实践和语
言政策”（王辉、王亚蓝，2016b）。Johnson, D. C（2013）认为 
“相当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有自己的语
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的语言，并由法律正式规
定。其他国家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发展了自己由宪法明确规定的
法律语言，但另一种实际使用的语言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开始使用不同于俄语的本
国语言，然而在日常对话中，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俄语仍然是他们的
首选。

自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后，我国作为发起国一直在语言政策
的修改和语言教育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一方面体现在利用语言文化
优势上，中国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重要
枢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有相近的风俗习惯、长达多年的
交流合作以及历史上已形成的传统友谊，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建设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语言教育政策上，宁夏
回族自治区教育厅2016年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伯语人才培养规
划（2016 – 2020年）》，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教育的合作和阿语人才的培
养，培养一大批高层次阿语专业和阿语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同时加强了
对初高中学生开设阿拉伯语选修课的试点工作。与之相关的其他措施
也在进行中，例如当地与北京和上海的著名语言大学积极开展少数民族
语言教育合作。从根本上讲，中国鼓励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周
边“一带一路”国家加强交流，同时也在“一带一路”成员国寻找语言
交流学生。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语言教育政策是中国孔子学院的设立与发展。
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
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目的是促进世界多元文化
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其主要工作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
提供汉语教学资源以及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举办中外语言文化
交流活动同时通过主办HSK汉语水平考试以考促学等等。据2020年《孔
子学院》期刊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报告指出，截止当年1月，全世界共有3
万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40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中文院系或课程，
还有4.5万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展中文教育，全球学习中文的人数超
过2500万人，累计500多万人次参与了HSK汉语水平考试。孔子学院在开
展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帮助各国朋友了解中国等方面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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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教育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 语言教育发展滞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比较复杂，主要是三个方面：一
方面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丰富、涉及语系广泛，官方语言（
不包括华语）共计54种，涉及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
高加索及达罗毗荼等主要语系；第二方面是有的国家官方语言与通用语
言并不一致，从交往需求的角度看，掌握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是现阶
段“一带一路”各参与国实现语言互通的前提，然而官方语言与通用语
言的不同会一定程度阻碍国家间实现深度交往；第三方面，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或外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语言国情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情况，以保加利亚为例，目前实行的语言教
育政策总体上采用保加利亚语为官方语言，少数可以依据学生和父母的
意愿，选择他们的民族方言作为选修科目。而在外语教育方面，保加利
亚学校承认的外语通常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
和法语，每个学生都可以依据意愿选择任何一门外国语作为第一外语或
第二外语进行学习。在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起步虽早，发展却不甚成
熟，汉语语言文化传播受保加利亚本国政治经济掣肘严重。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进，当地人民对汉语的重视程度才有所提升，这与当地
两所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密不可分。尽管如此，孔子学院的作用
也并不能涵盖到所有的“一带一路”成员国，有些“鸿沟”至今难以跨
越，例如不丹，在他们的领土内既没有孔子学院，国内各大高校也鲜有
其通用语的课程。据统计，我国的外语教育仅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3
种官方语言，还有20%语言无法涵盖。由此可见我国外语教育中仍然存
在较大的供需不平衡，小语种服务能力严重匮乏，还无法满足我国“一
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王列琴、于培文，2017）。

2.“语言+专业”人才素养欠缺

“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入发展，对高层次语言人才的需求明显增
加，然而我国语言人才除了面临语种不足的问题之外，还面临专业性不
够高的问题，即既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又能满足在政治、
经济、文化、贸易等国际合作领域的专业需求的人才还很不足，也就
是说这些领域对语言人才自身的翻译水平和专业知识、专业背景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王立非（2018）指出“大部分高校的培养仍遵循着传统
的外语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外语技能教学或人文教育，对外语如何服务
国家、行业、企业思考不足。培养出的懂专业、懂技术、会外语的“三
通”外语人才的数量不足，大批外语人才缺乏专业知识，亟待改革和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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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培训机构缺乏

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英语为重点推广的外来语，少部
分国家的语言立法中存在关于汉语教育的相关描述，有鉴于此，“一带
一路”建设中对于精通英语、汉语语言人才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然而
与之相关的语言培训机构发展还存在数量少、覆盖面窄的问题。以开设
孔子学院的数量为例，目前共有53个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也门、不丹
等13个国家尚未开设孔子学院6。从其发展速度上看，在2013年“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五年时间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孔子学院的数
量仅为27所，发展的速度不甚理想（刘宝存、张永军，2019）。“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虽然也有不少国家设有私立语言学校，但教学规模和
教学成效参差不齐。比如西班牙的语言培训机构就可分为“官办”和“
私办”两种形式，私立语言培训学校发展较早，中文教学历史悠久，但
规模较小，对象也以初级中文水平学习者为主，办学层次较低；官方语
言学校虽起步较晚，但办学门类齐全，部分学校甚至能涵盖初、中、高
级中文课程，但这种教学模式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的速度和数量就
很有限。为使“一带一路”五通发展更加畅通，应当在“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充分发挥孔子学院这种官方语言教育培训的优势，通过孔子学院
的带动作用，或增派、或联合培养更多专业的汉语教师和精通汉语的人
才为汉语教育和培训服务。

4. 交换生资助经费不足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促使中国与沿线国家高校国际交流的
深入和合作的频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不断提升，奖
学金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成为国家战略人才和人
脉储备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数也持续增加。
据教育部网站统计的最新数据7 显示，2018年，共有“一带一路”沿线64
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共计26.06万人来华留学，占当年所有留学生人数的
52.95%，近一半之多；与此同时，共有66100名中国人在37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学习，年均增长15.7%。然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者中，
仅有3679人（5.57%）是政府资助的外派汉语学习者，因此需要更多的资
金来支持语言学习者的输出和输入。

三、语言教育的改革建议

1. 推动语言政策区域化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政策上
具有一定的区域相似性。“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即东南亚、东亚、南

6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816.htm
7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3/content_53971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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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中亚、西亚、中欧、东欧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上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通过区域或跨区域的联合努力来消除他们的语言障碍是具有可行
性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语言相似性以及分享语言实践活
动。在这方面，具有相似或相同信仰、出身或种族的国家和地区更有可
能同化他们的语言。

2. 将语言地位纳入法律或法规

尽管“一带一路”65个国家中（除发起国中国外）有62个国家的
宪法中有关于语言或官方语言地位的条目，但现在有必要正式规定某些
外语，以便在“一带一路”成员之间更有效地开展文化交流、教育交流
以及区域贸易和国际商务。尚未在其法律中规定任何语言立场的3个国
家不妨考虑这种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普遍做法。语言教育和实践只有在
制定了书面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这在大多数国家是普遍认同
的。

3. 鼓励和投资语言教育

以中国为例，截至2018年，在宁夏地区穆斯林人口已达到200万，
占当地居民人口总数的35%以上，而这些会说阿拉伯语的人是邻近地区
民族语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预计宁夏地区将更多地关注推广和发
展当地的阿拉伯语教育，有望消除可能存在于14个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的“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障碍（许可峰、杨丰源，2018）。同样，其
他非通用语言，如阿拉伯语、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的大力发展也该提
上议程。例如在中国，教授乌克兰语的高等学校仅有两所，分别是北京
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因此各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携手努力，
在“一带一路”机制内外，为高校语言教育和跨区域、跨洲际交流提供
更多渠道和语言服务。同时，少数民族也可以在语言教育和交际中发挥
积极作用。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紧密相连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在其语言教育方面，正面临着良好语言和经济机遇。高校多
元化的非英语课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培养语言人才和劳动者。

4. 扩大国际学生交流规模

鉴于上述语言教育的不足，合作教育的方法是目前切实可行的一
种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语言交换生可以学习在本国无法学习的一门外
语，而且相比在本国学习，学习者在目标语国家可以用更短的时间熟练
掌握这门外语。根据近些年来华留学生毕业情况显示，留学生在毕业
后可以说甚至书写地道的汉语，这通常只需要两到四年的时间。因此建
议“一带一路”沿线缺乏中国教育师资的国家鼓励本国学生来华交流学
习，同时鼓励其他有类似需要的国家扩大交换生规模，以解决语言教育
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语
言规划和教育领域进行深入、切实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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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政策应全面纳入法律法规，明确其官方
语言、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无论是通过外语学习，还是通过
学生交流项目，我们都希望借助区域间和国际间协调一致的努力，为这
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相关地区的语言服务提供资金
和支持。至于是否要确定一种或两种“工作语言”的普遍共识，要通过
多年的沟通和交流实践才能知道。如何保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相
关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和平等地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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