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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国际移民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华国际移民的日趋增多

也会带来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就语言方面来说，面临着以下问题：在信息获取、双语标识、医疗就

医等公共服务领域如何为移民提供更好的语言服务；如何发挥语言的作用以更好地解决移民的社会融入；如何从职

业和经济收入角度为移民提供更完善的语言培训，并获取相应的语言红利；移民目的国的语言测试等等。这些问题

已经或将要浮现出来，国际移民者和相关部门都应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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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基本界定

移民（migration）是个人或群体穿越国境或在一

国之内的迁移。它是一种人口迁移，包括各种类

型，不管其距离、成分及原因。它包括难民移民、流

离失所移民、经济移民以及包括家庭团聚在内的所

有目的的移民①。对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
的界定，各国往往依据联合国 1998年颁布的《国际

移民数据统计建议》的内容，即将移民分为长期移

民和短期移民。长期移民指迁居到其祖籍国以外

的国家至少一年以上的人，迁居目的国事实上已成

为其新的常住国。就移出国而言，此人是长期外迁

移民，而就移入国而言，此人则是长期迁入移民。

短期移民是指迁居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国家至少三

个月又少于一年的人，但是不包括以休闲、休假、拜

亲访友、商业洽谈、医疗或朝圣为目的的人群［1］。

本文据此，也参照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时确定外籍人员的标准，将“在华国际移民”界定

为：以中国作为目的国，由其祖籍国移居到中国至

少三个月，但是不包括以旅游、拜亲访友、商业洽谈

及其他出差、医疗或朝圣为目的的人群。

（二）本文缘起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统计，

2013 年全球国际移民总数已达 2.32 亿②。当今世

界，国际移民正以空前规模在全球流动，几乎所有

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着国际移民的影响，国际

移民政策已不再是单一国家可以自说自话的内政，

而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重

大课题［2］。

2010年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一次明确将

我国境内的境外人员也作为普查对象。而最新的

《2015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指出，据联合国估计，

2013 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 84.85 万人，

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 3.9%，比 1990—2000 年的

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 2014年 10月公布的

《外派人员调查报告 2014》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

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

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③。

人口结构、经济状况和生态环境变化等因素带

动了移民的快速增长，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

际移民作为一种资源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国际移民曾经在我国一些城市的发展中扮演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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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色［3-4］，而从未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

面临的“人口红利”终结等问题来看，中国也需要国

际移民再次发挥作用，比如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

程、引进使用国际智力、释放“移民红利”等③。

国际人口比例是鉴定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并支

持其后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进我国现代

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一些以建立

国际性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在这个方面与已有的

国际化大都市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5］，而在人口

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的当今世界，国际移民也往

往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重要对策之

一［6］。这很可能就意味着，中国如果要在全球化进

程中得到更快地发展，北京、上海等地如果要实现

成为国际城市的目标，吸引更多国际移民为我国所

用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7］。

当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国际移民的到来也会

带来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而我国

的国际移民也的确面临着一些新的形势和挑战［8］。

本文就将视角投向国际移民的相关语言问题，以期

深化相关讨论，并期望能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

具体实践提供一些参考。［9］

二、在华国际移民面临的

一些语言问题及相关思考

当前，在华国际移民面临的语言问题至少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生活中的语言问题；社区融入

的语言问题；语言能力与职业—经济收入问题；目

的国语言测试问题。下文予以详述。

（一）公共生活中的语言问题

1. 信息获取

国际移民新到目的国，需要获取社会公共领域

以及生活和工作的相关信息，那么信息从何而来？

不外乎这几个途径：（1）亲友的提供；（2）收看或收

听本国的报刊、电视、网络信息、广播等；（3）接触目

的国的媒体。在这几种途径中，第一类的利用率较

高，但是往往局限于私人生活方面的信息，至于目

的国的法律、公共政策、社会管理等公共信息，国

际移民往往要依靠第二和第三类途径。而许多研

究［10-11］都指出，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在获取相关公共

信息时，主要依靠的还是第二类。而中国媒体的利

用率很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障碍。

此外，我们为外籍人士提供的母语信息服务不

很充足也是阻碍其利用我国媒体的重要原因。我

们以英语等外语为主体的平面媒体和多媒体较少，

而且已有的媒体资源，如《人民日报·海外版》、

CCTV9、China Daily 等涉及的主要对象是海外的外

国人，对我们国内的国际移民则关怀不足。外籍人

士接触中国媒体，主要有三个目的：了解中国、学习

中文和获取信息［11］，所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相

关部门在媒体设置方面可以根据移民的这些需求，

扩大移民母语媒体的范围和数量，并有针对性地提

供相关信息。李杰和伍清生［12］的一份调查就显示，

移动通讯公司在服务中提供了国际语言服务是影

响外籍人士做出正面评价的积极因素之一。当然，

随着移民们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汉语水平会越

来越高，利用汉语媒体的频率也会随之增加。

2. 双语标识

公共服务设施（如路标、公共交通、出租车、电

梯、自动提款机等）的双语化不仅可以方便移民的

生活，而且也是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

现在城市的指示牌大多是汉字或汉字—拼音

的类型，这两种类型对于学习过汉语的移民来说问

题不大，但对没有接触过汉语的人来说就比较困

难，这也成了影响国际移民交通信息获取的主要因

素之一；而且即使是学习过汉语的人，他们也更喜

欢用英语来标示而非拼音［1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人口经济研究所于 2009年 6月组织了“外国人在京

状况调查”，这一调查的规模较大，朱晓［14］60根据统

计结果，列出了外籍人士在十个项目上的满意度，

其中“外语标示”一项排在第 7位，位次较靠后。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双语公共标

识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管理部

门的重视，逐步出台了一些地方标准，特别是对道

路交通方面的双语标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

与规范。但是我们在双语标识的具体实践中还有

许多地方需要提高，以确保尽快实现双语标识的规

范化和国际化。［15-16］

提高交通等标识的双语化程度，能够提高国际

移民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也可以更方便他

们的生活，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交通等标识的双语

化、国际化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

国要引进国际人才，就要为人才的引进创造良好的

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环境的构建，语

言环境构建的主要因素至少包括公众外语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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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和公共服务中外语使用的程度。可喜的是，为

促进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的规范化，教育

部、国家语委已经启动了《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

规范·英文》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根据其工作规

划，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包含英、

俄、日、韩四个语种，覆盖交通、旅游、文娱、体育、卫

生、商贸、餐饮住宿等十多个领域，并希望与即将承

办国内外重大活动的城市合作，共同进行语言环境

规划④。

3. 医疗就医

医疗就医是移民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而语言

则往往成为影响诊断和治疗的主要障碍之一，包括

语言交流的不通畅和医院标示的语言问题等，这在

各个移民国家是普遍现象。语言障碍会使国际移

民者较难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性服务，会降低治

疗的满意度，对用法说明和药物处理的理解不到

位，则增加了在医院的治疗时间，而且增加了治疗

失误和错误诊断的风险。Cohen等［17］的一项针对儿

科医院的研究就表明，与那些没有语言障碍的家庭

相比，在语言上有障碍的家庭的孩子在医院儿科治

疗时出现医疗事件的比率要高得多。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很多城市都有

专门的涉外医院或者在一些医院内专设外宾部，但

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移民，这种数量有限的专门

医院一时也不能满足需求，而且医生的外语水平也

是参差不齐。

由医院来提供语言服务（比如提供专业的翻译

服务或移民本族语医疗帮扶）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

办法之一［18-19］，这样可以提高医院诊疗的效率，增

加病人的满意度，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然而这样

做虽有资金上的可行性，但是对医院来说无疑会加

重成本负担，比如有语言需求的病人的确认，相关人

员的培训与岗位的安置，组织认定的创制等等［20］。而

且许多病人未必就会使用这一语言服务，而是更倾向

于依赖其有限的语言能力来与医生沟通，或者借助能

说流利目的国语言的朋友的帮助［21］。此外，医疗语

言翻译虽然可以增强医患之间的沟通，但是也依然

存在着翻译程度的高低与翻译质量高低的问题，而

且翻译者的人数也是一个极大的限制。所以，是否

提供语言服务需要各相关部门及医院根据自身的

具体情形来统筹规划和决定。

专业医疗译员和电话口译是两种在中国方兴

未艾的外籍人士就医形式［22-23］。专业医疗口译比

起医院提供的翻译应该更精确、更有效，但是目前

这样的人才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一个职业或固定

的组织机构，所以国际移民们要联系上他们很困

难。电话口译比较容易联系上，但是却又存在着视

觉信息不足，相关专业知识准备，通话质量不稳定，

对译员缺乏信任［24］，以及通讯费用高昂等不足。所

以这两种形式会不会成为一种解决国际移民就医

的典型途径，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二）社区融入中的语言问题

在迁入国，新来者往往集中于工业地区和城市

中心，因为这些地方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便于

得到先来移民的帮助而安居下来。在欧洲，几乎所

有的主要城市都有移民大量聚居。有些地带于是

成为典型的移民社区，形形色色的商店、社团、公共

设施以及宗教活动场所无所不有，别具一格，成为

形成族群社区、维系文化及语言特征的基础［25］。中

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韩国人在北京的“望京村”、

“韩国城”［26-27］，日本人在上海的古北国际化社

区［28］，北京长富宫和发展大厦附近的日本人聚集

区，以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为中心的德国

人聚居区［29］等等。甚至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在形成

一些各国外籍人士混住的外国人社区，如无锡的瑞

城国际社区［30-31］。

这些社区往往是与目的国的居民社区混杂交

错，于是就会出现移民融入当地社区的问题，特别

是对于那些想在目的国长期居住的移民而言。而

在国际移民当地社区融入度的影响因素当中，语言

掌握能力、职业以及本地化社会互动网络是三个最

主要的因素［32］。其中习得当地社会的语言是移民

们融入过程的第一步，因为社区的融入需要彼此的

沟通和交流，社会互动网络的形成也要以此为基

础。在华国际移民在居住社区内有时会与本地居

民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甚至摩擦，一个方面是因为

两方居民交流较少，另一方面则是社区的管理措施

或条例由于语言障碍不能及时地传达给社区内的

国际移民［26，29］。这种情形必然会给国际移民的社

区融入带来阻碍，从而导致国际移民在中国的社会

文化融合程度不高。这种低融合度除了会引起上

面提到的居民间的矛盾，还可能造成其他一些负面

的影响，比如增加成本开支，即很多的合资企业、涉

外机构，包括各种商业谈判和学术会议，为配备翻

译所费不少，好的同声翻译一个工作日要价高达一

万元人民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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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或摩擦，为了加快

国际移民的社区融入及归化，除了移民自身提高汉

语水平以外，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可以考虑做一

些工作来帮助他们适应。比如：（1）我们的社区公

共服务要考虑到移民的母语因素，比如在一些韩

国、日本、德国、美国社区内适当增加一些其母语的

服务内容，这样做一方面方便了移民们及时地了解

相关政策和规定，另一方面也为社区管理提供了方

便；（2）可以组织各种级别、各种形式的免费或付费

汉语学习或培训班，给移民们提供更多更广泛的汉

语学习机会，学习班或培训班的形式可以是继续教

育学院、社区组织或者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等。这

种目的语的学习项目对那些初到目的国没有既有

社区依靠的国际移民来说尤为重要［33］。这种培训

对移民者来说，一方面增强了其目的国语言的流利

程度⑤，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健全其社会网络，有助

于他们结交新朋友或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对

相关部门来说，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挖掘语言

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可促进实现社会职能管理方

式上的一种转变，即从学外语为外籍人士提供服务

到外籍人士学汉语来适应中国政府和社区管理的

转变。这样做，不仅对培训提供者来讲有可操作

性，而且对学习者来说也有现实需求性，朱晓［14］62的

统计结果就表明，在外籍人士希望参与的社区活动

中，“汉语学习”一项高居第一，比位居第二的“旅行

购物”一项多出 17.31%。

（三）语言能力与职业—经济收入问题

一般认为 Chiswick［34］是研究国际移民在目的国

的同化或吸收的开始，三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

究经久不衰。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移民们在人力资

本上的显性或隐性投资，比如技术、能力，而技术—

能力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能力。

在其他因素近似的条件下，目的国文化与其祖

籍国文化差异性越大、语言障碍越大，那么移民迁

移的成本就越高，其迁移的动力也就越低［35］。迁移

的成本除了旅途本身的花费以外，还有重要的一方

面就是在语言文化学习上的投资。增加家庭收入，

往往成为国际移民提高其目的国语言能力的动力

之一。而对于国际移民来说，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

本的性质会更加显现出来。目的国语言的流利程

度不仅可以节省其移民成本，而且与其经济收入密

切相关，目的语水平是决定移民在目的国劳动力市

场上工作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移民的目的国

语言能力缺陷往往会给找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而且

往往会导致经济收入的减少［36-37］。由于历史的原

因，韩国和日本人学习汉语时具有特殊的文化和地

缘优势，比起其他国家的移民普遍具有更好的汉语

语言能力，这应该也是韩国、日本在中国移民较多

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目的国语言的流利程度与移民的

职业和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所以移民们在选择移民

目的国时，往往会显示出一些与语言相关的倾向，

根据 Adsera 和 Pytlikova［38］的研究，这些倾向至少包

括以下几项：

其一，移民母语与目的国语言的接近程度是影

响性因素之一，即移民更倾向于向与本族语在语源

上更接近的目的国迁移。Adsera 和 Chiswick［39］的一

项研究发现，如果移民的语言与目的国语言属于同

一语系或语族，那么其收入就比非同一语系或语族

的高出 9%。我国外籍移民中缅甸、泰国移民较多，

应该与此因素有关，因为缅甸语、泰语和汉语同属

汉藏语系。当然，属同一语系的语言往往在地理上

也较为接近，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地缘优

势的作用。

其二，目的国如果也使用同一种国际通用语

（如英语），那么也会成为国际移民增加的推手［38］。

英语虽然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形成了几乎

全民学英语的气氛，英语一直占据第一外国语的地

位。这也应该是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的国

际移民在中国较多的原因之一。

其三，既有目的国的移民社团的成分和多样

性，也会影响到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选择。已经有自

己国家或语言社团移民的目的国往往会成为新移

民的首选，这样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生活的便利，

有的国际移民在目的国甚至终其一生也只是在自

己的语言圈内生活。目的国的语言多样性越丰富，

目的国移民社区的规模越大，那么吸引新移民的能

力也就越强。在我国外籍人员中，韩国人最多，应

该与这个因素有关。

多数学者都认为移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远高

于本国工人。解释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

目的国语言能力越来越好，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生产力水平也得以提高。还有一种解释是，移民与

目的国的年轻工人一样，参与的职业市场较多，工

作变动性较大。这样的解释较为笼统，于是 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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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0］针对前苏联迁移到以色列的移民进行了一次

更为细致的调查，他们的结果显示，语言流利程度

与收入的相关性是与职业性质相关的，即对于技术

性较低的职业来说（如加气站员工、建筑工人），语

言流利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但是对技

术性较高的职业来说（如计算机技术员、软件工程

师），语言流利程度越高，那么其工资收入水平也会

呈现出增长趋势。这一点其实也与不同职业移民

者的语言学习投入有关，即后一种人员往往比前一

种人员在语言学习上投入更多的资本。这应该与

其工作性质、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有关。

鉴于上述论述，有关部门在做相关规划时，要

多让移民者注意到这种语言能力—经济收入之间

的相关性，鼓励他们提高汉语语言水平；与此同时，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免费或付

费的语言培训或语言学习机会。对国际移民来说，

在决定是否提高自己的目的国语言水平时，他们往

往也会考虑学习成本以及预期回报的问题。相关

部门可以顺势利导创造一种氛围，让他们看到或感

受到语言学习的回报率要远高于语言学习成本，这

样就有助于让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

（四）国际移民的目的国语言测试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跨国国际移民的增长，国

际移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进入目的国、在目的

国居住，并进而取得目的国的公民身份（citizen⁃
ship），不可避免地成为移民者和目的国政府都很关

心的问题。国际移民的目的国语言测试制度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谓的“国际移民目的国语言测试”，指的是现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所提出来的

一种针对国际移民的政策，即目的国要求国际移民

在申请进入、居住或获取公民身份时，必须要通过

一项目的国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的测试。有的是

在进入目的国时进行，有的则是在移民者本国就需

要进行。许多国家的语言测试也往往伴随着社会、

历史文化知识的其他测试［41］。

这一测试兴起于欧洲。1991年以后，欧洲的移

民形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移民的来源更加多

样了，而且移民的类型日趋复杂。在这种大背景

下，许多欧洲国家对国际移民开始做出了更严格的

限制。与此同时，他们对移民者进入本国、获准居

住以及成为本国公民的条件也开始设置了更严格

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需要通过目的国的语言测

试。2007 年初，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⑥参与了一项

小规模的研究，对欧洲各国的一体化和公民政策进

行了比较。数据来自于协会的 19个成员国。他们

设计了十个问题，分为三个范畴：移居和进入（immi⁃
gration and entry），一体化和居住（integration and resi⁃
dence），市民身份（citizenship）。在移居和进入阶

段，17 个国家中⑦，有 8 个国家⑧没有对想要进入该

国的人群设置任何语言要求；其他的 9个国家中，有

7国的移民者需要达成一个合同或者必须要完成一

个移民规划项目。在一体化和居住阶段，17个国家

中的 9个⑨没有对一体化或申请永久居住的移民者

提出任何语言要求；在对一体化和居住有语言要求

的国家中，几乎有一半的国家要求移民者签订一个

合同或者参加一个语言项目。在市民身份阶段，所

调查的 18 个国家中，有 11 个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

他们已经掌握了目的国的语言；而没有设置语言要

求的国家有很多在是否设置语言和公民条件这一

方向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和政治上的争论。

比如在公民身份政策最为宽松的比利时，越来越多

的政治家认为需要在公民身份程序上加入语言要

求［42］。上述情况可以归结为下表：

表 1 ALTE会员国设置语言要求情形表

三个阶段

移居和进入

一体化和居住

市民身份

有语言要求的国家数

9
8
11

所占比例

53%
47%
61%

2007 年调查的 18 个会员国中有 11 个（61%）对

国际移民成为本国公民做了语言上的要求，这比起

2002年的调查，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时 14个成

员国仅有 4个（29%）有语言上的规定［42-43］。许多国

家在制定与国际移民的准入、居留和公民身份相关

的语言政策时，都是以欧洲理事会制定的《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作为基础指导文件。

在中国大陆，对于国际移民问题还没有一部成

文的法律，在已有的一些涉及国际移民的法律法规

中，对国际移民的准入、居留和公民身份等方面，也

还没有做出相关的语言要求规定。如原劳动保障

部 1996年颁发、至今仍然适用的《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管理规定》⑩中并没有将外国人的语言能力列为

就业的参考项目。但是世界许多国家在对国际移

民的语言能力要求方面，普遍对“技术型移民”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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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制或称积分评估制度，即一国根据外国人的职

业、学历、工作经验、语言、年龄、工作邀请、收入等

反映个人能力的因素计算所得分数，综合评估其签

证或移民申请条件的制度。评分指标之一就是“语

言能力”［44-45］。

国际移民进入目的国，获准居住并进一步成为

目的国公民的过程，是在一体化（integration）的基础

上进一步归化（naturalization）的过程。而对目的国

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往往成为归化的前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和国家—民族之间不可分

割的密切关系，语言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国家的

核心价值之一，而这正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石之

一。所以，尽管为移居能力设置技术、语言、知识、

资产等前提的做法还存在着一些争议［25，46-47］，但是

对移民者的目的国语言能力做出规定或制定语言

测试来进行测评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有关部门

应该认识到国际移民大潮的全球趋势，并在制定与

国际移民相关的政策、法规时，充分考虑到语言的

因素，将汉语语言能力作为移民准入、居留或公民

身份的重要参考项。

三、余 论

从一些侧面的角度，国际移民也在一定程度上

显示了其在语言领域的重要作用，至少包括以下

几点：

第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

城市化及其语言的保持。比如大批韩国人的到来，

就给了会韩语的中国朝鲜族人工作的机会［26-27］，这

就增强了朝鲜语的语言活力，有利于朝鲜语的保持

和发展。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丰富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教学形式和内容。鉴于上文已经论述过的

汉语在国际移民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们要想

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收入、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生

活得更加舒服，要务之一就是学习并说好汉语。所

以，我们在积极吸引国外人员学习汉语的同时，也

应该注意到国内国际移民这个巨大市场，以进一步

拓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和培训。面对

这种利好形势，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做好汉语教学

和培训的宣传，健全各级、各类教学和培训机构，充

分显现语言的经济潜力，因为在目的国居住时间的

倾向会对移民的语言投资产生影响，即希望在目的

国居住较长时间的移民更愿意在语言上进行更多

的投资［48］。

第三，有利于国民提高外语水平，从而有利于

“双语/双言”社会的构建［49-50］。这也是当今世界双

语/多语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世界全球化的加速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决定了中国国际移民的数量还有巨大的增长潜

力。那么在这个移民国际化的大潮中，我们需要及

时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就语言方面来

说，正如上文所述，要考虑的至少就有：

其一，如何使移民们更好地获取相关公共信息

（包括政府层面和社区层面的），从而使他们更好地

参与社会管理，以及实践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

其二，如何为移民者提供更好的语言服务，为

他们创造更加良好的语言环境；

其三，如何提高移民者的汉语言能力，在这个

过程中移民者—社区—政府—学校/培训机构应该

扮演怎样的角色，双方如何各取所得从而实现

双赢；

其四，汉语语言能力是否应该成为国际移民准

入、居留和成为公民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是的

话，又该如何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测试内容；

其五，正因为提高在华国际移民的汉语能力有

着移民本身和政府决策的双重需要，所以在华国际

移民应该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教学

对象。我们在扩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海外

空间的同时［51-53］，应该充分注意到国内的这一正在

崛起的群体，并制定出相应的宣传和教学等方面的

应对策略。

国际移民对于移民者本身以及目的国而言，都

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双方都需要考虑如何最大程度

地求同存异，实现双赢。具体到语言领域，亦是

如此。

注释：

①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网站对移民的相关介绍，网址：http：//
www.iom.int/key-migration-terms.

② 数据来自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 Popula⁃
tion Facts，2013年第 2期，网址：http：//www.un.org/en/devel⁃
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 /popfacts/PopFacts
_2013-2_new.pdf.

③ 参见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第16版，网址：http：//epaper.
gmw.cn/gmrb/html/2015- 04/08/nw.D110000gmrb_20150408_
1-16.htm.

④ 参见教育部语信司发布的消息：“《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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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员会成立”，网址：http：//www.moe.
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14/201108/
123818.html.

⑤ 比如 Beenstock等的研究就显示，到达目的国以后，参加

了目的国语言培训项目的人的目的国语言流利程度更

高，而完成培训的人比不完成的人更高。参见 Been⁃
stock，Barry 和 Gaston：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 and
Country of Origin on Immigrant Language Skills：Application
to Israel，载 Interncotional Migrant，2001 年 第 3 期 ，33-
59页。

⑥ The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Testers in Europe（简称 ALTE），

详见：http：//www.alte.org/.
⑦ 在移居和进入阶段、一体化和居住阶段有 2个国家没有

提供数据，在市民身份阶段有 1个国家没有提供数据。

⑧ 保加利亚、丹麦、埃斯托尼亚（爱沙尼亚）、希腊、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

⑨ 比利时、保加利亚、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

亚、西班牙和瑞典。

⑩ 根据人民网法律法规库，《关于颁发〈外国人在中国就业

管理规定〉的通知》，网址：http：//www.people.com.cn/item/
flfgk/gwyfg/1996/L35901199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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