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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办教师进入美国文化环境中从事教学，无疑会遇到很多文化的差异和挑战，甚至产
生剧烈的文化冲击。认真研究汉办教师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时的文化冲击，对
于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促进文化交流、提高教学效果意义重大。本文使用问卷和访谈的
方法对在美赴任的汉办教师的文化冲击程度及表现进行调查，同时分析导致文化冲击的可
能性因素，探索应对文化冲击的可行性办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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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文化冲击指的是当个体进入不同文化时，因为不能适应该文化而产生的较长一段时间
的负性身心体验，持续时间也许几个月、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这些体验常常包括迷
失、焦虑、困惑等（Oberg, I960； Macionis & Gerber, 2010）。Bochner（2003）将这一群
体统称为“旅居者”。产生文化冲击的旅居者群体常常包括留学生、跨国商务人士、赴海外
汉语教师志愿者及英语教师（周琳琳，2012；李明徽，2014； Wang，2016； Hilicioglu &
Margaret， 2015； Fimyar， 2018）。
当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在文化方面感到不适应以致经历文
化休克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胡文仲，1999）。中美在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很
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王银花，2013）。赴美汉办教师在工作时常常会面临很大挑战，不可
避免地会遇到对新生活、新工作、新环境的适应问题，这种冲击会表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各
个方面，包括礼仪习俗、思想观念、沟通方式、工作规则、人文环境等。当前在美国的
十大外语项目中，学习汉语的人数一直排在前列（Looney & Lusin，2018），孔子学院总
部支持的外派汉办教师十年期间也有了很大增长（孔子学院总部，2018）。帮助汉办教师
们顺利应对文化冲击、最大限度地较少负面影响，对教师的身心健康以及中文项目的持续
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周琳琳（2012）结合自己的语言教学实践，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过
程中常见的教师和学生都会遇到的文化冲击，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把文化内容贯
穿于语言教学中，以减少师生遇到的文化冲击。但是这个研究的旅居者是来华的留学生，
对于教师遇到的文化冲击关注较少。
李明徽（2014）研究了美国短期来华学生语言强化班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冲击现
象，分析了执教的国内中文教师与美国留学生遇到的文化交流障碍与冲击，认为，这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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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常常表现在语言、非语言、价值观冲突、师生关系等多个方面。尽管研究主体包括了中
文教师，但是这些冲击仅限于课堂教学中，教师仍处于自身文化环境中，并非绝对意义上
的文化旅居者，所以他们遇到的文化冲击并不十分典型 。
相比之下，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则完全置身于异国文化中，是真正意义上的旅居者。
Wang（2016）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做了个案研究，看到了由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例如
过度依赖、孔子中庸之道、面子观念及传统孝道）带来的文化冲击与融入困难问题。这一
研究主体尽管为旅居者，但身份是求学者，而不是教育工作者。以旅居者身份在海外教授
汉语的老师会与本土文化产生直接的碰撞，他们遇到的文化冲击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需要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林德成和安然（2011）从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角度对赴泰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展
开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该研究的群体主要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未涉及汉办公派教师群
体。
对于在异国文化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的文化冲突研究，Hilicioglu和Margaret
（2015）以及Fimyar（2018）做了关于新教师在异国文化中从事语言教学工作遇到的挑
战的访谈研究，文章对在异国工作的美国英语教师在文化上遇到的冲突，以及在新的海外
环境下面临的新的挑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因其母国文化与目的国文化有很大相似
性，因此其产生的文化冲击无法揭示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冲击的典型特
征。
目前对汉办教师这一群体的研究仅见于以下少数。早期，黄宏（2002）对外派汉语教
师进行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调查，他发现，外派汉语教师出国前普遍缺少跨文化交际
的准备和培训，发现了一些影响汉语教师文化适应的误区，如对海外汉办教师状况估计过
高、对压力和困难估计不足、认为汉办教师不存在文化冲击适应问题、英语水平一般即可
等。但是，该研究报告并未提供研究样本及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研究的表述，其研究效度
无法确认。
相比之下，吕俞辉、汝淑媛（2012）的研究既有结论又提供了研究方法。通过对全球
汉办教师进行的跨文化适应问卷调查，他们发现超过半数的教师存在跨文化适应问题，而
且发现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语言障碍、工作任务繁重、对教学对象缺乏了解三个
方面。但是，该研究因为包括了全球所有文化背景，很多文化与中国共属于同一文化圈，
得到了一些共性的文化冲击表现，但是无法看到一些汉办教师在一些典型差别文化中呈现
的文化冲击特征，而且该研究所列举的原因偏少。
近期的一些海外学者意识到在美汉办教师文化适应的重要性，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如，李惠文、关春梅、庞晖（2017）列举了一些容易导致文化冲击的更多原因，如个体的
思维模式、语言障碍、课堂管理、跨文化适应能力等方面，但是对这些原因并未进行深入
探讨；李顺清、韩丽芬、李惠文（2017）对15位俄亥俄州的汉办教师在课堂教学文化冲
击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与中国差异巨大的美国学生特点、教师状况、学校状况和
社区经济水平是导致汉办教师这些文化冲击的主要因素，文化冲击存在于学校教学的各个
方面，包括课堂管理、师生关系或一般人际关系、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及教材使用等，这
些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铺垫。但是，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数量不够大，样
本来源也有一定的局限，所以需要在原基础上扩大样本、进行深入探讨。
总之，尽管海内外学者们对在美的汉办教师的文化适应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
要么过于宽泛，要么缺乏实证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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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全美汉办教师所遇到的文化冲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目的是要解决三个问
题：
1. 在美汉办教师文化冲击的总体特征和具体表现是什么？
2. 与文化冲击相关的因素可能有哪些？
3. 如何有效地帮助在美汉办教师减少文化冲击带来的不良影响，更好更快地适应生
活与工作？
了解在美汉办教师的文化冲击状况、了解相关原因，有利于摸清情况，也能帮助汉办
教师、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也为各部门做好监控、培训、辅导提供信息。本研究
也会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和结论上的参考，为形成系统研究奠定基础。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索性地对全美汉办教师所遇到的文化冲击进行调

查。

（一）研究工具
问卷：根据文献及本研究目的进行设计，根据三次共15人的试测反馈进行了修改，
对研究使用的问卷共设计了9道题目。其中，第1题主要了解教师们的文化冲突出现时间
与持续长短，第2-5题主要从生活、身体、心理及教学方面了解教师们的文化冲突程度与
表现，第6-9题分别了解汉办教师对中美文化差异大小的感知、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程度、
抗文化冲击的能力的自我评测、可支持性社会资源的多少，第10题了解汉办教师对文化
冲击的经验性的建议。
访谈：为了更深入了解汉办教师文化冲击的具体表现和可能的相关因素，以及教师们
有效的自我调整和应对方法，我们对部分教师进行访谈。访谈问题包括：
（1） 问卷显示汉办教师在很多方面遇到文化方面的障碍，你在美国遇到的有关这方
面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2） 许多人反映自身英文水平与文化冲击有关联，你觉得在你的教学工作中，有哪
些具体的表现？对你的教学影响如何？
（3） 问卷调查显示，许多汉办教师在生活琐事方面受到的困扰也很多，你具体遇到
过哪些困难给你造成的文化冲击较大？
（4） 你在赴美之前对美国教学环境和工作任务的预期跟你赴美之后的有哪些差别？
这些差别给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困扰？
（5） 当你产生文化冲击时，请具体描述你当时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怎么样？
（6） 当汉办教师产生文化冲击时，你建议如何有效地去应对？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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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骤
我们使用问卷星编辑问卷后，通过微信将问卷发布到在美汉办教师群共计320人，其
中约有一半教师正在美国任教。收回问卷后，我们从自愿参与后续调查的教师中按比例抽
取6名教师：3名在大学本部工作，3名在中小学工作。对他们进行面对面访谈，经过他
们的同意，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之后将内容转录成文字进行分析。访谈部分共有3类问
题，分别涉及身体、心理和教学方面。

四、研究结果与发现
共收回9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29.7%。有效问卷回答者为美国28个州不同孔子学院
的汉办公派教师。其中男性比例为13.68%，女性比例为86.32%；赴任前，45.26%的教师
有过不同方式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另有54.74%的无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52.63%的教
师从事中文教学工作，41.05%的从事英文教学工作，另有11.58%的教授其它学科。赴任
后，65.26%的教师在K-12从事教学工作，34.74%的教师在大学（含社区）教授中文；关
于任教机构性质，86.32%的教师在公立学校，13.68%的教师在私立学校。

（一）在美汉办教师文化冲击的总体特征和具体表现
问题1：你在该任期开始后多久就开始感觉到了文化冲击？文化冲击持续了多久？

对于开始时间，问卷提供了 4个时间选项，分别是：2个月、3-6个月、6-12个月、
12个月，另外，对于早期赴任的汉办教师，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记不清了”，因为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的记忆会出现模糊甚至遗忘。结果显示，64.21%的汉办教师在任期开始的
头2个月就感受到了文化冲击，把任期时间扩大为6个月进行统计，感受到文化冲击的人
数比例则上升到86.32%。到了第一年的下半年和第二年，感受到文化冲击的比例就大大
减小了，仅为6.31%。另外报告“记不清了”的比例为7.37%。由此可见，任期之初的教
师的文化冲击现象非常普遍。
对于文化冲击持续时间，问卷提供6个选项，2个月、3-6个月、6-12个月、1年以上
-2年以下、2年以上-3年以下，另外，对于早期赴任的汉办教师，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记
不清了”的选项。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5.79%）的汉办教师的文化冲击持续了 2个月，超
过四分之一（27.37%）的汉办教师持续了 3-6个月，不足十分之一（7.37%）的教师持续
6个月以上，另有接近十分之一（9.47%）的教师选择“记不清了”。
结论：绝大多数的汉办教师在赴任的半年内都会感受到文化冲击，且持续时间大多在
半年之内，所以干预措施要及时并面向全体。
问题2：哪些生活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您的文化冲击？

问卷提供了8个选项，分别是语言障碍、饮食差异、交通不便、住房不便（指因租房
花费很多时间、因房租和水电气等方面与房东产生的摩擦等）、生活琐事、人际关系差
异、缺朋友交流、缺乏亲人陪伴。调查结果（图1）显示，选择最多的排在前五位的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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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生活方面的因素1

教师在赴任的最初两个月都必须要解决住房问题 、购买生活必需品、交通、饮食等基
本生活问题，另外还要迅速熟悉美国的教育制度、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学生特点、课堂
管理方法，另外还要快速与本土教师建立联系、开展沟通与合作等，这些都给新任教师带
来很大困难与挑战。问卷调查显示，赴美教师超过半数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出国经历，这是
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经历不同的他国文化，面临多种挑战。导致
汉办教师产生文化冲击的生活方面的因素有：

（1）语言障碍
研究表明，在海外的生活适应中，语言障碍是所有障碍中表现最普遍、最突出的，语
言不适、交际不畅会极大地影响海外生活，也影响汉办教师的快速适应（吕俞辉、汝淑
媛，2012）。尽管赴美之前，每位汉办教师都经过了系统的语言学习，但是由于所学到的
语言缺乏交际实用性，所以教师们大面积存在着语言沟通的障碍。这些障碍表现在多个方
面，其中被采访的汉办教师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活上，“虽然我在国内学了很多年的英语,但是从抵达美国的那一刻,就感受
到了语言能力的匮乏,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处处感觉语言能力不够。比如,和房主沟
通签订住房合同,与电力水力部门沟通缴纳水费电费,与车行沟通买车谈价,与保
险公司沟通购买个人保险,去餐馆点餐等等,这些生活琐事都存在交流不畅的情
况,这些使我感到很沮丧、很无助。"
・ 在日常电话交际方面，“我最害怕的是打电话,因为不能面对面看见对方的肢体语
言和辅助表达,看不见表情,加上对电话沟通的恐惧,使得沟通更加困难 。很多接
线员的语速快、带有区域口音,这样有时候为一件小事,常常电话要讲很长时间,
所有我十分讨厌打电话。”
・ 在课堂用品词汇上，“我发现过去从课本上很少学到实际生活中的词汇,课堂中我
遇见的问题常常不是教学语言交流,而是很多基本词汇不了解,不知道怎么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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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削铅笔器、打孔机、胶带、订书钉之类的物品,而且也听不懂学生的表达,不知
道他们在谈论什么。”
•在交际用语词汇上，“来美国之前我的英语训练主要侧重读写和学术英语能力,因
此在生活交际方面,对我口语水平提出很大挑战,常常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应该用
什么词汇去表达想说的话,或者担心发音不准造成对方无法理解,或者用错了词汇
给对方造成误解。”
由此可见，语言的制约的确困扰着汉办教师，妨碍他们很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
(2) 交通不便
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私家汽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年满18岁即可以开车，90高龄
也可以开车，对于刚到美国汉办教师，首先需要考取驾照、熟悉交通法规、解决上下班的
交通。但是，很多汉办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困扰。很多教师有以下反映：
•

“这里购物区常常远离生活区,很难在家门口找到超市,如果没有车就很不方便,
没车等于没有脚,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公交车不能覆盖所有地点,且班次很少,
周日更少。出租车常常要预约,而且价钱很高,同时还要给小费 。感觉交通极为不
便。”

“我在国内很少开车,因为交通很方便。来到这里以后,要很快熟悉驾考手册与交
通规则,与考官交流也非常紧张,要借别人的车熟悉驾驶 、参加考试,考了好几次
才通过考试,麻烦死了。”
•
“在无车期间,需要乘坐公交车,上车不知道怎么买票,不熟悉站名和报站,经常
坐过站或者提前下车,常常觉得很尴尬。有时晚上上课,需要坐公交回家,夜晚在
车站等车时常常没有安全感。”
由此可见，大部分教师面临着交通上的困难，并给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
•

(3) 生活琐事

生活中有许多琐碎的事情，看上去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常常困扰着汉办教师。比如，
有老师反映：

“生活琐事主要包括如何更改电费地址,去哪里购买家具,去哪里购买厨房清洁用
品,如何使用支票缴纳房租，怎样在美国邮寄信件等,面临着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改
变,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
・“去超市买东西结账,国内基本都用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无币支付,而在这里
则需要使用支票、信用卡支付、且刷信用卡不需要输入密码、甚至可以常常电话支
付,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怕卡片丢失,遭到盗刷。”
・“在国内,常常去美容美发店打理头发,来美国后,几乎看不到理发馆;饮食方
面,国内的餐馆随处可见,各种风味均可找到,但是,这里的中餐馆数量很少,也
很难吃到正宗的中国菜,有时候想自己做饭,但买不到中国食材。”
•

https://engagedscholarship.csuohio.edu/cltmt/vol2/iss1/7

85

•

“刚来美国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算花费，总感觉东西贵得离谱,每次买东西都心
疼得不得了。”

因此，所有这些“小事”积攒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障碍”，成为每天挥之不去的生活背
景，加上语言与交通给汉办教师带来的不便，他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文化适应效果不
好。

问题3：身体上的不适程度如何？具体有什么不适？
对于身体不适程度，问卷提供了 Likert 5点量表：很轻、较轻、一般、较重、很重。
结果显示，接近三分之二（64.22%）的汉办教师身体不适程度处于较轻或很轻状态，处
于较重状态的教师比例不到百分之十（9.47%），没有教师选择身体处于很重不适状态。
对于具体不适表现，问卷提供了7个选项，分别是脫发、皮肤痒、头痛、疲倦、失
眠、肚子痛、生理失调。教师们对总体身体状况反映无严重不适，但是在本项调查和后续
访谈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略超五分之二（41.05%）的汉办教师常常感到疲
倦，超过四分之一（27.37%）的教师有失眠现象，另外接近四分之一（24.21%）的教师
有脫发现象。访谈中了解到，工作时长（早八晚五）、工作模式（无午休、连续上课、自
编教材、学生状况复杂等）以及课堂管理等额外工作令汉办教师不太适应，但是当他们了
解到这就是美国人工作的常态后，就硬着头皮去调整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调查发
现的总体状况“良好”但许多问题却真实存在的矛盾现象。
问题4：心理方面的不适严重程度如何？具体有哪些不适？

对于心理不适，问卷也使用了 Likert 5点量表，提供的选项包括很轻、较轻、一般、
较重、很重，调查结果显示接近百分之十五（14.73%）的汉办教师认为自己的心理不适
处于较重或很重水平，另外超过五分之二（41.05%）的教师反映其心理处于一般不适状
态，说明汉办教师目前心理状况不容乐观。出
关于具体症状表现，问卷根据吕俞辉和汝淑媛（2012）的研究提供了 5个选项：焦
虑、沮丧、不安、压力、孤独，另外提供了一个自由回答选项。结果（图2）显示超过半
数（51.58%）的汉办教师感到焦虑，接近半数（49.47%）的感到压力，超过45 %的感到
孤独，超过43%的感到沮丧，只有一位在自由回答时报告了另外一种症状“疲惫无力”。
以上数据表明，汉办教师心理不适总体程度状况堪忧，需要引起教师、学校、相关机
构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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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心理不适表现

问题5：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对教学的影响程度如何？
问卷使用Likert 5点量表，提供了五个选项：很轻、较轻、一般、较重、很重。结果
显示，超过四分之三（75.79% ）的教师表示文化冲击未对教学造成不良影响，有接近四
分之一（24.21%）的教师表示文化冲击对教学产生了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影响，说明参与
调查的汉办教师并未很大面积地感觉到文化冲击对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但其所占比重也不
容忽视。

（二）与文化冲击相关的可能性因素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针对与文化冲击相关的因素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使用焦点小组
方法确定了四个可能性因素，包括：中美文化差异、对美国文化感受、抗文化冲击能力、
支持性社会资源。据此，我们分别作出四个假设：（1）中美文化差异与文化冲击呈正相
关、（2）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程度与文化冲击呈负相关、（3）抗文化冲击能力与文化冲击
呈负相关、（4）支持性社会资源与文化冲击呈负相关。然后在问卷中设计了以下四个问
题来获取数据：
问题1：你认为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大吗？（中美文化差异）
问题2：你刚来美国时，对美国文化感受如何？（对美国文化感受）
问题3：你认为自己融入新文化和应对文化冲击的能力如何？（抗文化冲击能力）
问题4：当您遭遇文化冲突时能迅速帮您解决问题的支持性社会资源（如朋友，家人及其
他机构）多吗？（支持性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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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使用了 Likert 5点量表，分别提供了 5个选项，见表(1)：
表1.与文化冲击可能相关的因素及选项
题号
问题
1. 你认为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大吗？
2.

你刚来美国时，对美国文化感受如何？

3.

你认为自己融入新文化和应对文化冲击的能
力如何？
当您遭遇文化冲突时能迅速帮您解决问题的
支持性社会资源(如朋友，家人及其他机
构)多吗？

4.

选项
很小、较小、一般、较大、很
大
很不喜欢、比较不喜欢、一
般、比较喜欢、很喜欢
很弱、较弱、一般、较强、很
强
很少、较少、一般、较多、很
多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测算四个因素对文化冲击的影响程度。我们使用文化冲击持续时
间、身体不适程度和心理不适程度的总和，作为文化冲击程度指标，使用它作为因变量。
表(2)提供了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Y = 4.397 + .393^1 +」17%2 - .289/3 + .050^4
Y =文化冲击的程度；X1 =中美文化差异；X2 =对美国文化感受；X3 =抗文化冲击能力
X4 =支持性社会资源
表2.四个因素的回归系数
Coefficients3

Model
1
(Constant)
中美文化差异
对美国文化感受
抗文化冲击能力
支持性社会资源
a. Dependent Variable: 文化冲击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Std. Error
4.397
1.537
.995
.236
.313
.266
-.897
.312
.117
.229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
.393
.117
-.289
.050

t
2.861
4.220
1.174
-2.875
.512

p

.005
.000
.244
.005
.610

从方程可以看出，四个因素对于文化冲击程度的贡献分别是.393 (t = 4.220, p
=.000)、.117 (t = 1.174, p = .244)、-.289 (t = -2.875, p = .005)、.050 (t = 512,p = .610)，
而且，有两个因素的贡献达到显著水平：中美文化差异大小、抗文化冲击能力。这显示，
对于汉办教师如何更有效地减少文化冲击，应该多从了解美国文化和中美差异、培养文化
适应能力考虑。另外两个因素(对美国文化喜爱程度、支持性社会资源贡献)对文化冲击
贡献很小。所以，本研究侧重于对两个贡献较大的因素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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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广泛存在，访谈了解到的比较突出的差异有教学方法、课堂管理、尊师重
教、传统节日、差异性教学、课堂期望值、时间管理师生同事关系等多个方面。受访的教
师反映：
・ 教学方法方面，“由于中美教育的理念和指导方式不同，我发现自己虽然在国内是
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但是在这里，我成了一名新教师，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教学
了。”
・ 课堂管理方面，“在这个方面,美国课堂强调的是个性化,不是整齐划一的统一,
凸显学生的个性,因此在课堂上,学生的个性十分突出,让我的课堂管理很头
疼。”
尊师重教方面，“中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教师在学生与家长心中具有高尚的
地位,而美国的教师则是一个'服务者'，是勤务兵,学生对教师是没有足够的尊
重的,我的学区的学生来自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地区,很多家长送孩子来学校是为了
解决孩子的早午餐问题,因为美国对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早午餐计划 。”
・ 传统节日差异方面，“中美有着各自的传统节日,在美国盛大的感恩节和圣诞节,
我却找不到归属感,中国盛大的春节,我们还是跟平常一样,正常上下班,感受不
到节日的氛围,觉得好像缺失了什么。”
・ 差异性教学方面，“我的学校把选修中文的学生混班上课,我教的中文班级里有中
文（1）、中文（2）、中文（3）不同层次的学生,由于每个孩子的中文水平程度
都不完全相同,这给我的教学带来很大挑战,我需要思索该怎么做去设计课堂教
学去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
・课堂期望值方面，“我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准备课程,设计了多样的游戏和互
动,但是很多时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们的配合与预期的效果相去甚远,这使人倍
感沮丧。”
・时间管理方面：课堂拖堂、迟到早退、缺乏提前计划、临时布置作业考试等。
・师生同事关系方面：对学生训斥性管教、与同事领导间的直率沟通、相应的法律意
识不足等方面。
・

正如Wang（2016）所述，中国赴美留学生在美国表现出的其它典型的中国文化特
征，如对家庭的依赖、传统的孝道、中庸之道、讲面子要面子等等，也值得汉办教师在赴
任前后进行了解。这些特征分别与众所周知的美国文化有很大差别，比如，相对于上述这
些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则更强调子女相对于家庭的独立性、美国式的亲情（更关注老人的
精神需求）（臧南，2011）、个性张扬直率、讲实际轻面子等。因此，以上这些方面都应
该引起在美汉办教师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

（三）有效帮助汉办教师减少文化冲击、适应生活与工作的措施
文化冲击对于身体、心理、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但并不意味着“文化冲
击”不可避免（Bochner, 2011）。为了了解汉办教师自身积累的应对文化冲击的经验，
问卷特别搜集了教师们对于汉办教师和管理机构的建议。

https://engagedscholarship.csuohio.edu/cltmt/vol2/iss1/7

89

(1) 教师本身
・ 赴任前积极做好准备：教师们要充分了解赴任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包括地理、
文化、习俗、禁忌、人种、经济、价值观、人际关系、教育体系、教育理念、生活
方式，并与中国文化做充分的比较。降低期望，调整好心态。
・调整教师自身角色：在中国，教师是很受尊重的职业，教师拥有一定的权威性。美
国文化环境中，教师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与中国大相径庭，在这里要
做一个与学生平等的教师，要尽快转变自己的角色，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
关系理念。
・尽快了解美国的教学方法：掌握二语习得理论和美国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的5C标
准；学习和使用“反向”教学设计和翻转课堂设计；加强教育技术、课堂游戏、课
堂活动的学习与运用；改变应试教育教学、重视能力培养。了解公立学校的现状，
掌握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
・赴任后适应：理解、尊重和欣赏异国文化，提高文化的容忍度和包容力，切勿抵
触、排斥甚至厌烦不同文化。多结交当地的朋友，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教师圈。
・学会合作：中文项目不是自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事情，而是常与其他各科发生关
联，汉办教师应积极寻求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合作，通过与音乐、艺术、体育、科学
等学科的合作，教师们可以尽快地融入学校文化，正如受访的汉办教师所说：“当
你敞开胸怀与各个学科的教师合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他教师并不像自己想像的
那样冷漠,我们只是需要直率地表达,特别是在有需求的时候。通过这些合作与互
动,中文项目得到了发展,和美国同事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加强对文化理解和包容的认知。文化本身无优劣之分，面对文化冲击，大部分人认
定对方文化不良、不友好，这种认识无疑会增加内心的痛苦，所以汉办教师应该及
时纠正文化优劣的错误观念，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培养包容力和跨文化能力。调整心
态，保持乐观的态度，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放下“面子”，多方寻求他人
帮助；转移注意力，适当从事文体活动，采取有效的减压方式；积极面对冲击。出
现身体不适时，及时寻求医疗帮助，不硬撑带病工作；要记录、反思出现的问题和
自身的心理状态，寻找特殊的突破口。总之，认知、心态、行为、社会多种措施的
同时考虑，一定会有效降低冲击的影响。
(2) 组织管理部门
・培训辅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对新教师入职前与入职后的文化适应进行培训、指导，
帮助汉办教师快速进入角色、调整适应。
・经验分享：组织有经验的汉办教师与新教师进行交流，分享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感
悟，与新教师一起制定预防和应对措施。
・人文关怀：关注汉办教师的生活和身心状况，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造机会帮
助教师融入当地文化、促进彼此交流、建立广泛的人脉和帮助性资源。
・ 语言能力培养：学习语言是打破交际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Ward et al,
2001)。管理部门应当创造语言培训机会，帮助教师快速提高语言能力，减少在生
活和工作中的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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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时，从生活、语言、思维方式、空间、距离、舒适度等各
个方面必定会给“旅居者”产生冲击(Furham, 2012)。美国经过本研究调查发现，大部分
汉办教师在美国赴任前期即会感受到文化冲击，且持续时间较长，表面上看，语言障碍、
交通不便、生活琐事常常是困扰汉办教师的主要原因。尽管汉办教师总体身心状况不十分
严重，但是，许多问题依然存在。研究还发现，对文化冲击起着重大影响的两大因素为中
美文化差异和抗文化冲击能力，这说明，有效地减少汉办教师文化冲击，主要应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理解和适应美国文化，二是培养汉办教师文化适应能力。建议汉办教师、培训
机构、管理部门提高认识、积极准备、制定和采取有效的应对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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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enter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anban teachers will face a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different culture may lead to culture shock. This research, by employing mixed
methods, investigated the culture shock the Hanban tea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xperienced. By looking at the teach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appenings to the
teachers in the culture shock period, it also identified the main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culture shock. In addition, practical ways were suggested to help the teachers cope with
cultural shock effectively.
Keywords: Hanban teachers, culture shock, predictive factors, cultur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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