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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上世纪 80 － 90 年代以来，中俄两国确立“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

领域的交往发展迅猛，中国大学俄语教学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中国大学俄语教
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很多的问题与挑战。本文拟简要回顾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历史与发展，展示其令人瞩目的成就，同
时指出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策略，旨在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赢得政策的扶持与帮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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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Ｒussian Teaching in Chin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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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China and Ｒussia have established the“China-Ｒuss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from the 1980s to 1990s，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rapidly in such areas as politics，economy，culture，education and so on． In
this context，the college Ｒussian teaching in China also gets rar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and achieves a resounding success． 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Ｒussian teaching in China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reviews briefl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Ｒussian teaching in China and demonstrates its eyecatching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some schemes and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aim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and
the college Ｒussian teaching in China will have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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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俄语是联合国 6 种工作语言之一，
众所周知，
是世界上 4 大最流行语言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金砖国家”，在政治上有着许多共同主张，在国
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相互协调和支持
（ 王守仁 王海啸 2013： 27） 。

目前，
全世界的图书有六分之一是俄文版，
有一百

实践证明，
中俄两国合作潜力巨大，
确立中俄

多个国家开设俄语课程，
有超过 3． 5 亿人不同程

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历史性的正确抉择。在

度地掌握俄语。

中俄战略合作框架下，
大学俄语教学作为为国家

上世纪 80 － 90 年代以来，
中俄两国领导人共
同倡导建立“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确立
“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的原则，
从而进

培养和输送俄语人才的主要途径具有前所未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拟简要回顾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历史，

一步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目前两

展示其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指出其面临的问题

国都是世 界 公 认 的“成 长 最 快 的 经 济 体”，同 为

与挑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策略，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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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赢得政策的扶持与帮助，
共

学逐渐得到恢复，
学生学习俄语的热情也在逐步

同迎接我国大学俄语教学更加美好的未来。

提高。我国大学俄语教学在从低谷蹒跚起步，
逐
渐走向复苏。

2

中国大学俄语教学历史

2． 1 建国前的中国大学俄语教学
“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

3

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发展———中俄战略

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大学俄语教学

熙四十七年（ 1708 年） 的俄罗斯文馆的设立”（ 李

80 － 90 年代随着两国关系日趋正常化，
两国

传松 许宝发 2006： 2）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

的外交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
尤其是两国在建立

俄语学校。它从开办起历时 154 年，
开辟中国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
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教育

语教学的先河。1863 年，
中国第一个以西方语言

等各个领域交往日趋频繁，
大学俄语教学又迎来

—
—京师同文馆内开
文字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机构—

难得的发展机遇，
得到较快的发展。学习俄语的

办俄文馆，
培养出近代中国首批俄文外交翻译和

人数迅猛增长，
学习俄语的热情日益高涨，
大学俄

教师，
在我国俄语教学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

语教学的规模日趋扩大，
尤其是紧邻俄罗斯的东

地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俄语教学的推广

北三省对俄语人才的需求量激增，
学习俄语的人

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到 1949 年前夕我国共有

数也迅速增长，某大学曾经达到上千人的规模。

13 所学校开设有俄文系 / 科。建国前的俄语教学

由此，我国的大学俄语教学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是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起步阶段，
为建国后俄语

进入新世纪，
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

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发展，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4 年，全国开设

2． 2 建国后的中国大学俄语教学

俄语的高校增至 65 所，
俄语专业学生总数达六千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主席向 全 国

多人。目前，
全国已有俄语教学单位近九十家，
在

人民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号召。要向苏联学习，

校生总数超过两万人。这是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

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语的人才”（ 王守仁 2008：

第二次高潮。大学俄语教学在改革与创新中也取

157） 。50 年代由于我国在外交上与苏联结盟，
经

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济建设上靠苏联援助，
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也主

3． 1 修订《大学俄语教学大纲》

要来自苏联，
加之聘请大批苏联专家，
因而俄语成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是指导全国
众所周知，

为当时最急需的语言，
俄语教学也因此迅速发展。

高等学校非俄语专业本科生俄语教学、
进一步深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中，
高校俄语教学片面发

化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满足社会人才需

展，
俄语热促使出现“一边倒”现象，大学外语教

求的重要文件，
是指导高等学校非俄语专业本科

学的主要语种是俄语，不少中学也开设俄文课。

生俄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教学安排、教材编

全国兴起学习俄语的热潮。这是中国大学俄语教

写、
教学质量检查的主要依据。

学的第一次高潮。
但 50 年代末，
随着中苏关系的迅速走低，
中

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对大学俄语教学的教学
目的、
教学要求以及俄语技能培养等方面均提出

国俄语教学规模开始萎缩。60 年代初由于苏联

更高要 求。为 此，大 学 俄 语 界 的 学 者 们 于 1987

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
撤走专家，
中苏关系更是极

2001 年、
2009 年先后 3 次修订《大学俄语教学
年、

度恶化。受政治气候影响，
高校大学外语教学开

大纲》。每次修订都紧跟时代潮流，吸取国内外

始转向以英语为主。60 年代中期大学俄语教学

各类大纲的优点，
结合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实际，

再次受到严重冲击。直至后来各高校开始陆续恢

力争满足时代和社会对大学俄语教学人才培养的

复招生，
但规模急剧萎缩。此种状态一直延续到

需求，
体现“科学性、
先进性、
实用性和灵活性”的

70 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春天关于

原则。

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俄语在外语教育中

1987 年 6 月，
具有开拓意义的《大学俄语教

应保持必要的比例。俄语人才的培养不能断线，

学大纲》经国家教委批准颁布，开始在我国各类

要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少数中小学可开设俄语

院校贯彻执行。该大纲是我国第一部强调语言共

课，
与苏联接壤的各省、
自治区可适当扩大开设范

核教学，
打好语言基础，
重视培养交际能力的具有

80 年代初期，各
围。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开拓意义的教学大纲。1987 年版教学大纲的特

高校的俄语专业又陆续恢复招生，
但是隔年、
甚至

色是： 文理工合并，
大学俄语通用； 注重语言共核，

是隔两年招生，
全国规模约一千人。大学俄语教

打好语言基础； 强调 3 个层次，
突出阅读能力；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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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设计组的命题专家们借鉴国际测试研究的新

2001 年版教学大纲的特色是： “强调素质教

成果，
结合我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实际，
于 2002 年

育，
重视语言基础； 坚持分级教学，
提倡因材施教；

提出全国大学俄语四级测试改革方案，
在主观题

精讲课堂内容，
开辟第二课堂； 优化教学过程，
防

和客观题的比例、
题型、
题量和分值上都做出更加

”（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修订组 2001：
止应试教育。

科学的调整。新版《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大纲》于

202，
204，
206）

2003 年 12 月出版，修订后的大纲在题型和内容

2009 年版教学大纲修订后更名为《大学俄语

上更加符合全国大学俄语教学实际，
为进一步提

课程教学要求》。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
调整 3 个

升 教 学 质 量 提 供 科 学 严 谨 的 衡 量 标 准 和 依 据。

层次，
突出听说能力。第二，
阶段划分清楚，
层次

“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
自 2004 年起成为全国大

设置合理。将教学划分为 3 个阶段： 基础阶段、
提

学俄语四级测试的命题依据”（ 大学俄语考试设

“建立评估体系，
高阶段和专业俄语阶段。第三，

计组 2003： 1） 。至今已经按照新的方案在全国实

完善调控机制。首次设置‘学生俄语能力自评 /

施大学俄语四级测试 12 次，
此举得到广大师生的

互评表’，
详细制订基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

一致欢迎。

求 3 个级别的各项评估指标，
教师可根据本校的

近年来，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俄语语言能力的

实际情况进行评估”。第四，“创新教学模式，合

要求大大提高。根据形势的变化，
增设六级考试

理继承传统。提出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

的呼声愈加高涨，
目的是为国家选拔和培养更优

时，
也要充分考虑和合理继承传统教学模式中的

秀的俄语人才，
增强俄语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进一

优秀部分的理念”。（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步激发其学习俄语的积极性，
提高他们的择业竞

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 2009： 280 － 282）

争力，
拓宽就业渠道。为进一步满足全国广大俄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的 3 次修订都与
总之，

语师生的 迫 切 需 求，“2012 年 6 月，经 教 育 部 批

高等教育改革、
人才培养、
社会对人才的俄语能力

准，
增加了全国大学俄语六级测试，
从而更加优化

需求紧密相连，
为中国大学俄语教学每一发展阶

测试结构，
建立了完善的中国大学俄语教学评价

段提供重要依据和保障。

测试体系”（ 全国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 2011： 1） 。

3． 2 加强测试改革，
完善评价体系

3． 3 加强教材建设，
建立完善的教材体系

1990 年 颁 布 实 施 的《大 学 俄 语 四 级 考 试 大

教材是外语教学活动中影响教与学的关键因

纲》对推动我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发展、提高教学

素之一，
是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
在很大程度上制

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考试大纲的精

约着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

神，自 1990 年起，
每年 6 月举行全国大学俄语四

习效果（ 文旭 莫启扬 2013） 。因此，大学俄语界

级考试，
对全国大学俄语教学质量进行全面的考

历来重视教材建设，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
已基本

核和评价，
至今已成功地组织 26 次考试，
且规模

建成较为完善的大学俄语教材体系。

不断扩大，
考生人数由 1990 年的约五千人发展到

1988 年起由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俄语

2004 年的约两万五千人，
该年为考生人数最多的

编审小组组织编写并陆续出版第一套全国统编教

一年（ 何红梅 张敏 2003： 111 ） 。至今，考生已累

—
—《大学俄语基础教程》（ 1 － 6 册） 。与以往
材—

计达到约三十万人次，
成为我国规模最大、
影响面

教材相比，
该套教材在很多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

最广，
同时也是最为权威的全国性大学俄语统一

探索并具有很多明显的优势。该套教材在贯彻

测试。该项测试极大地提升全国大学俄语师生的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 1987） 要求、
统一全国俄语

积极性，
极其有力地推动我国大学俄语教学向更

教学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成功的经

高的目标发展。
“该项测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勿庸讳言，
在题型和内容上与全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实际状况

验。它的出版结束了我国大学俄语教学没有全国
统编系列教材的历史，
满足了当时大学俄语教学
的需求。

存在着一定差距”（ 何红梅 高欣 2003： 88） 。主要

2000 － 2010 年，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体现在，
全国大学俄语四级考试难度大，
通过率过

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的具体领导下，
进一步加

低，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强大型系列骨干教材的建设。2000 － 2005 年编

导致考生人数逐步下降到七千人左右，
给我国大

—
—
写出版国内大学俄语界第一套大型系列教材—

学俄语教学的发展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此，
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大学俄

出全国大学俄语四级测试改革方案已迫在眉睫。

2006 － 2010 年编写出版国内大学俄语界第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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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国家级
一套大型系列多媒体教材—

触目惊心。这一趋势引起全国大学俄语教师的巨

规划教材《全新大学俄语》。

大担忧，
因为若干年后中国大学俄语教学有可能

上述大学俄语教材体现俄语 语 言 的 发 展 变

面临断绝生源的危机。

化，
紧跟时代的步伐，
反映时代的气息，
使学生能

究其原因，
是我国目前中学俄语教学的现状

够及时了解到俄语的发展趋势，
提高了学生的语

不容乐观，
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滑坡，
全国大部分

言运用能力，
进一步提高了大学俄语教学的质量。

省市的中学陆续停开俄语课。目前，
我国中学俄
语教学主要集中在黑龙江、
辽宁、
吉林、
内蒙古、
河

4

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中国大学俄语教学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
的成绩，
但毋庸讳言，
其发展始终伴随着严峻的问

北、
山东、
湖北等省，
但近年来，
在这些具有俄语教
学传统的地区，俄语教学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黑龙江是全国开设俄语课最好的省份，
但中学俄

题与挑战，
这些羁绊严重地阻碍中国大学俄语教

语也在严重萎缩，
而且城市中学几乎未开设俄语，

学向更高、
更好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在： 90 年

俄语教学主要集中在县级中学及农村中学。预计

代后期至今，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语教学在世界范

今后几年，
若没有相应的扶持俄语教学的积极政

围内，
包括中国，
受到严重的冲击。体现在：

策，
这些地区高中俄语教学将愈加困难。中学俄

4． 1 俄语人才极度匮乏，
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语教学的现状已成为影响和限制大学俄语教学发

众所周知，
外语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

展的一个主要难题，
它直接关系到大学俄语教学

过程，
因此，
俄语人才的培养不能完全受政治气候

的生死存亡。

和世界局势的影响，
教育部门应对俄语教学和俄

4． 3 学生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语人才的培养做出中长期规划和布局。

学生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包含

遗憾的是，
改革开放后，
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
的往来愈加频繁，
俄语教学的地位每况愈下。俄
语教学越发得不到教育部门应有的重视。首先，

多方面的原因：
（ 1） 在全民学习英语的大背景下，社会上流
行的“俄语无用论”给学习俄语的学生造成很大

招生受到限制。目前除一些外语院校、
系尚招收

的负面影响，
致使学生产生被边缘化的自卑感，
认

少量俄语生外，
大多数理工科院校的专业都限制

为，
俄语是“小”语种，
学习俄语无前途。

俄语考生报考，
这直接挫伤中学生学习俄语的积

（ 2） 中学和大学俄语教材之间的差异较大，

极性。另外，
目前还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
即俄语

缺乏文化的导入，
造成学生不了解俄罗斯语言文

人才的培养陷入误区，
知识结构不合理，
不能满足

化背景知识，
俄语学习普遍遇到瓶颈。加之许多

社会需求。具体表现在： 俄语专业生几乎不懂其

学生是从高中才开始学习俄语，
基础较差，
词汇量

他专业知识，
而具备专业知识的毕业生又不懂俄

小。另外，
学习俄语的语言环境较差，
表现为课外

语，
导致懂俄语的高级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如果大学俄语教学长期处于此种状况，
我国
的俄语人才培养将只是纸上谈兵，
而俄语人才的

阅读和有声资料少、
教学参考和辅导资料匮乏、
缺
乏视听场所、
缺少外籍教师等。
（ 3） 学习俄语比学习英语所获得的机会少或

缺失将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友好关系长期健康的发

不均等。例如： 俄语与英语的四级考试机会不均

展。因此，
大学俄语教学和俄语人才培养的问题

等，
英语有四、
六级完整的测试体系，
且每年实施

非同小可、
亟待解决，
教育部门应予以充分的关注

两次考试，
而取得四、
六级考试合格证书对学生日

和重视。

后就业很有帮助，
很多用人单位很看重全国大学

4． 2 大学俄语教学生源面临断档危机

英语四、
六级考试合格证书，
而大学俄语多年来只

据统计，
开设大学俄语课程的高校主要集中

有四级测试，
而且每年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由于种

在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内蒙古和北京、
西北地区

种原因一直没有举行六级考试（ 2012 年 6 月经过

的陕西省以及华中、
华东地区的个别学校。由于

多方努力终于增设六级测试） 。很明显，多年来

前苏联解体，
世界范围的俄语学习陷入低谷，
中国

学习俄语的学生机会比学习英语的学生少很多，

的大学俄语教学也难免受到冲击，
许多曾经开设

机会不均等，
造成学生很强的自卑感。

俄语课的中学纷纷取消俄语课程，
导致参加高考

4． 4 大学俄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不容乐观

的俄语考生数量锐减。这也造成北京几所把俄语

“大学俄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仍不容乐观，

作为第一外语的高校生源极度匮乏。大学俄语教

因为大学俄语教师面临着巨大危机”（ 王守仁 王

学几乎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这一事实令人

海啸 2013：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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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转岗或下岗的危机

的趋势和潮流，
但同时也对大学俄语教师提出更

大学俄语教师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危机。一方

高的要求。由于计算机的程序基本上是用英语来

面，
由于俄语学生数量严重不足，
多数高校的大学

编写，
对于广大俄语教师而言掌握起来并不容易。

俄语教师编制数量很少，
仅为 1 － 2 人（ 全国平均

他们要比英语教师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才有可

仅为每校 1． 25 人） ，俄语教师基本上都是“单兵

能熟练地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教学手

作战”。与此同时，
若出现俄语生源断档，
大学俄

段。但大学俄语教师必须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克

语教师只能改行转岗或下岗待业。例如： 北京地

服学习新技术新手段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尽快

区几所院校的俄语教师有些已改教英语、
汉语，
有

适应新的教学手段和模式，
否则将面临被高速发

的已应聘从事其他教辅工作等。总之，
俄语教师

展的时代淘汰的危险。

流失现象严重。
4． 42 知识更新的危机
俄语教师的另一个压力是知识亟待更新和拓

4． 5 大学俄语教材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
在语言上反映出来，
今天的俄语比之几年、
十几年

宽。俄语学生虽少，
但俄语教师的工作量并不轻

前的俄语，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涌现出大量的新

松。广大俄语教师既要“单兵作战”，
又必须“一

词、
新义、
新表达方式。如果教材知识结构仍旧单

专多能”，
即一个教师同时担任各种层次、
各种类

一、
内容陈旧老化，
则必然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单

型的俄语课程教学，
但大多数俄语教师由于平时

一，
影响其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形成。虽然通

忙于教学，
在业务上缺乏必要的交流，
在很大程度

过近些年的不断努力，
大学俄语作为第一外语的

上影响和限制业务水平的提高。此外，
由于学生

教材建设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
但不容忽视的是，

人数少，
各方面的教学条件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

大学俄语二外教材及研究生俄语一外的教材尚比

许多俄语教师处于“欲教不能，
欲罢不忍”的两难

较缺乏，
现有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当今教学的需要。

境地。不少高校俄语教研室因资金匮乏，
俄语教

各个学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影响教学质量和学

师没有机会到国外进修提高，
他们缺乏对俄罗斯

生能力的培养。

语言、
文化、
艺术的亲身体验和感受，
其知识结构

解决方案与策略

日趋老化，
不能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关于当代俄罗

5

斯的信息，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语教学质量。

5． 1 扶持大学俄语教学，
制定优惠政策

4． 43 教学设备及资料短缺的危机
许多高校在俄语教学设备及各类俄语图书、

从中俄两国的长远政治、
经济利益和战略目
标考虑，
中俄两国的合作与交往将不断扩大和深

音像资料方面的资金投入很不够，
没有能力订购

化，
俄语人才的需求也必将成倍增加。因此，
保护

俄文报刊和杂志以及最新的俄语语言学和文学等

和扶持俄语教学的正常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是一项

方面的书籍及音像资料，
因此几乎没有俄语教学

利国利民的大事，
各级有关部门有责任制定一些

和研究方面的报刊、
杂志，
图书、
音像资料奇缺，
各

特殊的优惠政策以保证俄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类资料大部分是几年、
十几年前的，
甚至是上个世

各级有关部门不仅要强调学习俄语的重要性

纪五、
六十年代的，
缺乏反映俄罗斯文化、
国情等

和紧迫性，
更应有效地向学生展示学习俄语的美

方面知识的、
贴近俄罗斯现代生活气息的新资料、

好前景，
加强学习俄语的重要性的宣传力度，
以吸

新素材。教师不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俄语语言变化

引更多的学生热爱俄语和俄罗斯文化，
立志做中

和教学方法。目前市场上的大学俄语图书也极其

俄两国交往的友谊大使，
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

匮乏，
而且多是应试类的资料，
缺乏提高语言运用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能力、
扩大语言国情知识的图书，
不利于提高学生

笔者认为，
应就俄语学生在高考、
考研、
就业

学习俄语的兴趣和了解俄罗斯的当代社会发展状

等方面制定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例如： 取消高

况。总之，
由于俄语学生数量少，
学校对大学俄语

考和考研中对俄语语种的限制，
并适当降低高考、

教学的经费基本不投入，
无力更新设备，
也没有足

大学俄语四级、
六级、
考研俄语试题的难度； 对优

够的资金购买优质的大学俄语教学软件和系统，

秀俄语专业人才优先录取或推荐读研； 加大同俄

这严重地制约大学俄语教学的发展。

罗斯各高校间的学生交流，
保送中学俄语学生直

4． 44 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危机

接去俄罗斯深造学习，
加大公派留学生的数额，
优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多媒体教学等运用

先推荐优秀俄语人才到俄罗斯学习其强项专业和

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教学方式是当今外语教学

技术； 在俄语生源集中的学校，
例如： 东北、
内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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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应保证配备俄罗斯外教； 建立中俄人才

国外语教学面临的普遍问题，
也是外语教学面临

交流中心，
为中俄技术交流服务，
通过各种媒体发

的重大挑战，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和探索。笔

布国内外俄语人才招聘信息等，
从而吸引更多的

者认为： 应帮助学生克服情感因素的影响，
包括：

学生热爱俄语和俄罗斯文化。

学习动机、兴趣、能力和信心等。应 改 变 教 学 方

5． 2 扶持中学俄语教学，
保障大学俄语生源

法，
创建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变传授理论知识教

在外语教学中，
俄语教学不可替代。随着俄罗

学为实践技能教学，
从单纯的知识传授的教学转

斯的崛起，
俄语的使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因此，

变为培养学生获取知识、
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

国家应在宏观上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按计划、
按比

能力的教学方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要积极介

例在重点省份和地区的中学开设俄语课程，
以保障

绍文化背景、
社会习俗等国情知识，
重视语言运用

大学俄语教学生源。应重点扶持中学俄语教学，
保

是否恰当，
使学生逐步获得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知

证大学俄语教学，
做好中学与大学俄语教学的有效

识。编写新的教材，增加话题类 型，并 注 重 实 用

衔接。大学，
尤其是重点大学应确保开设俄语课

性，
力求与时代同步、
内容生活化、
口语化； 重视口

程。外语教学的组织和安排不能完全搞“市场经

语训练，
多开口语实践课，改变以往的“哑巴”俄

济”，
而应保留一定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按照

语现象； 充分利用现代化设备，
如： 多媒体、
计算机

市场经济来运作，
那么，
作为“小语种”的俄语势必

和网络等新的教学手段，
通过丰富的图形、
图像、

将会遭遇进一步的尴尬境地。我党和政府历来重

视频、
音乐、
效果等形式表现教学内容，
调动学生

视少数民族的发展，
并制定一系列优惠的政策。那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把俄语学习延伸到课外。另

么，
俄语作为外语大家庭里的“少数民族”是否也

外，
根据俄语难度大的特点，
适当增加课时。

应受到党和政府的特殊政策的扶持呢？ 因此，
中

5． 5 重视培养师资力量，
稳定教师队伍

学，
尤其是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和北京等的

众所周知，
优质的教学质量离不开优质的教

重点中学应按计划、
按比例确保开设俄语课程。同

师队伍。因此，
从大学俄语教学长远发展考虑，
当

时，
适当调整俄语课程的授课时间，
尽量安排在日

务之急是尽快制订师资培养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间教学等。此项工作关系到中国大学俄语教学的

在教师职称晋升和待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政

生死存亡，
必须尽快落实。为避免将来的不良后

策，
以确保大学俄语教师队伍后继有人。应重视

果，
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性大力扶持。

师资力量的培养，
为中学和大学俄语教师提供进

5． 3 保障大学俄语教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修深造的机会，
提升其自身素质，
培养教师们的自

学校各级领导应转变观念，
本着对国家和社

信心，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会发展负责、
对俄语教师和学生的未来负责的态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俄语教师必须更新

度，
摆正俄语教学在学校各学科教学中的位置，
加

知识，
拓宽知识面，
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积极尝

大投入力度，
完善语言教学设施，
引进全新的、
多

试和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和模式，
充分利用多媒体

样化的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料，
重视学生基本素质

和网络技术，
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俄语教学，
大力

的培养和训练，
尽可能选择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

开发多媒体俄语学习课件，
完善并改进传统的以

相关、
具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
为教学提供最有

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
以现代信息

利的保障。学校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在机会

技术，
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
使俄语教学不受时

和条件上与其他语种一视同仁，
使俄语学生的心

间和地点的限制，
朝着个性化、
自主式学习方向发

理能够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应紧紧围绕培养目

展，
将学生的俄语学习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
为

标，
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改革完善考试制度，
从

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与条件。

而使其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
以避免盲目性、
随意

5． 6 集中人力、
财力加强教材体系建设

性和应试教学造成的偏颇。

教材是教师实现教学计划并达到教学目标的

笔者认为，
大学俄语教学不应该被一时的形

重要载体，
因此，
十分有必要在相关部门和领导的

势所左右，
应该着眼于长远的未来。俄语教学在

支持下，
对俄语教材、
图书、
音像资料等出版物进

中国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为中俄两国的共

行扶持。集中人力、
物力、
财力编写新的教材，
在

同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俄语人才是大学俄语教学

内容、
形式、
题材、
趣味性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提高。

的光荣使命。

特别是应根据二外俄语学生英语基础较好的特

5． 4 采取多种手段，
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点，
借鉴外国一些语言对比的经验，
组织专家和学

如何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这是当前我

者编写一套适合我国学生学习语言特点的俄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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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二外俄语教材，
使教师在教学中进行适当的

人才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应在两国政府的积极

俄英对比，
以简化讲解，
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运作下，更积极地开展青年交流，举办更多的文

提高教学效果。

化、
体育和娱乐领域的大型活动，
为两国青年开展

5． 7 在俄罗斯较强的专业开设俄语二外课程

融合科研、
技术和文化的项目创造新的机会。为

笔者认为，
应根据俄罗斯某些领域的强项，
在

中俄两国的交往培养出更多的高级俄语人才。

相关系或专业开设俄语二外课程，
而且总课时拟

结束语

为 150 学时，
集中安排在第五、
六两个学期。采用

6

强化教学方式，
使学生能够较熟练地掌握俄语的

有成功
回顾我国大学俄语教学的发展历程，

基本语音、
基础语法和一千词左右的词汇，
为阅读

的经验，
也有问题与挑战。但我们深信： 在中俄战

专业俄语书刊打下初步的语言基础。强化和有针

略合作的框架下，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

对性的学习将会拓宽学生的视野，
增长知识，
为其

路”伟大构想的感召下，依靠党和政府的优惠政

日后撰写论文提供许多前沿的信息和资料，
对学

策的扶持和全国广大俄语师生的共同努力，
我国

生的专业研究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

大学俄语教学一定会逐步走出困境，
迎接挑战，
砥

5． 8 加强两国在教育和人文领域的合作

砺进取，
开拓创新，
迎接我国大学俄语教学发展的

最近几年，
中俄之间全面开展教育领域的交

又一个春天！

流，
两国高等院校的互派研究生、
进修生、
学者、
教
师的数量有所增加。联合学士培养规划涵盖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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