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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处现就近半年西班牙语在华发展情况做出报告。需要指出，因Covid-19流行
病导致的社会现状可能对于在该地区推广西班牙造成一系列的困难，只有持续向前推进才能找到解
决的办法。在撰写本报告时我们评估了海外教育行为的演变、国际学校的工作和短期内的前景、文
化活动的发展、国际教育博览会上进行的西班牙语推广、教育机构间开展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最后
值得提到的是，2018-2019学年在西班牙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长高达11,500名学生，创下新高。

针对这些问题，西班牙教育部驻北京代表处将尝试通过西班牙和中国政府就教育事务签署
的协议努力予以解决。目前在有效期内的协议有：1981年签署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合作协定》
、2007年10月在北京签署的《西班牙王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的协
议》，同一天签署的第一份关于教育事务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9年2月由西班牙教育和职业培训
部与中国教育部签署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 2015-2019年第二项行政合作计划》，今年将自
动延长其有效期。

I.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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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信息

基本指数

国家官方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形式 一党制

面积（平方公里） 960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 1.409.100.982

主要城市 北京、上海、重庆、天津、香港

官方语言 中文普通话及其他地区语言

该国使用的其他语言 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粤语、汉语方言等

根据人口普查，人口的民族构成 汉族 (91,51%)，少数民族（8,49%）

根据人口普查，宗教构成
佛教徒：1亿；道教徒：2500万；穆斯林：2100万；基督教徒：2300

万（天主教徒：550万）

在人类发展指数 (HDI)1中的位置: 85

1

来源: Página informativa general del Gobierno Chino 

1.西班牙语在中国的身影
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教育体系。 教育部负责在各省市级政府的支持下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中
国共有4个直辖市（城市行政区）：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23个省，5个自治区（其中包括西藏
和内蒙古）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去年发布的《教育概览2019》，其中有3个数据非常
突出：1）大学教育率的增长，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5至34岁首次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最高，仅
有2％的中国大学生继续出国深造；2）然而，这一数字占经合组织中所有国家大学流动性的23％
；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政府的专项政策，2019年是中国职业培训推广力度最大的一年。

: 

下表继续对教育体系进行描述说明：

表格1：教育体系的结构

Pie de foto: pendiente de recibir

1 这是一项社会指标，收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率、教育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为单位。

http://www.gov.cn/
Asesor 1
Sticky Note
Pie de foto: Profesores de la Sección Bilingüe de Shanghái en las XII Jornadas de Formación del Profes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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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课程

周期
年龄 教育机构

幼儿园

非
义
务
教

育

幼儿教育

(幼儿园 / 学前班)
1-3 年 3-5

市教委

(幼儿园/ 
学前班/市
教委)初等教育

义
务
教
育 初等教育

(小学)
5 o 6 年 6-11

中等教育

义
务
教
育

中等教育

第1阶段

(初级中学)

职业培训

1级

(职业初中)

成人教育

 第1阶段

 (成人初中)

3 年 12-14

省教委

非
义
务
教
育

中等教育

第2阶段

(高中)

职业培训

2级 

(职业高中)

成人教育

第2阶段

 (成人高中)

3 年 15-17

高等教育

专科

职业培训

3级 

(高等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第3阶段

(成人继续教育)

3 年 18-20
教育部

本科 4 年 18-21
教育部

硕士研究生 3 年 22-24
博士研究生 3-6 年 25-27

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的调查，2018年底，中国高校的西班牙语学生人数可达2.5万
人。由该统计推测并经上海外国语大学核实，目前该数字可达4万人，涵盖各教育等级：学前班、

小学、中学、研究机构、职业培训中心、大学和非正规教育机构。本数据来源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在内的各种渠道。此外，还应加上国际学校和塞万提斯学院的学生数量。

近两年，人们对西班牙语的认可度不断提高。该趋势与拉丁音乐在全球文化领域的异军突

起和西班牙语电影在中国的逐渐流行不无关系，这些都积极地影响到了西班牙语学习。如上一份报

告所述，从2018年中学外语教学新课标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列为第一外语选项开始，各语种教

材种类增多，文化生产也略有增加。

因此，因为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为人熟知的“高考”）中可以使用西班

牙语作为第一外语，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以备考手册为主的教学资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与教学

研究出版社（FLTRP）等机构都为此目的进行了教材编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最初的热情并没有体现在2018-2019学年的数据中，以西班牙语参

加高考的学生人数低于预期。因此，需要谨慎面对西班牙语积极向好的这一趋势。学生不愿意在高

考中选择西班牙语作为外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西班牙语考试尚未巩固，学生对考试内容不

熟悉，担心取得的成绩低于已展开多年并有丰富备考资料的英语考试。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尤其

是理工类大学，仍将英语考试作为入学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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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学校已经将课改视为发展的契机，但审查机构的严格监督、使用外文书籍必须经
过审批等2020年1月公布的立法举措，也给备受关注的西班牙语在中国中学教育中的发展增加了障
碍。

根据最新的数据，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语在各年级的教育中都有所增长。中国大学中已有
102个大学设立了西班牙语本科学位，139个大学提供西班牙语教学，下一学年还将新设立6个西班
牙语系。在中学里，已有一百多个提供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这一数字还在增加，以满足
更多学生的需求。在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中国职业培训教育也有望响应“一带一路”等国际化战
略，将语言教学纳入其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西班牙语在中国有良好和持续的发展。

1.教育和职业培训部在中国的身影
教育和职业培训部于2005年设立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处。教育处的工作内容在西班牙政府和中国
政府签署的以下教育协议范围内：2007年10月在北京签署的《西班牙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的协议》与同日签署的《教育谅解备忘录》以及第二个教育合作执行计
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西班牙王国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执行计划（2015年至
2019年）》。

在教育处各项工作中，除了与当地教育行政机构协商相关事务及其官方代表职能，更值得
一提的是协调和追踪西班牙语双语部项目以及对资源中心的管理。此外，教育处还参加每年在中国
多个城市举办的教育展，推广西班牙高等教育，加强中西各机构间的联系。

教育处的工作还包括编辑电子杂志《中国红》(http://www.mecd.gob.es/china/publicaciones-
materiales/publicaciones.html )，该杂志面向西语师生以及所有与西班牙语有联系的人们。2017年杂
志新添了有声部分，以有声杂志的形式展现对重要人物（包括西班牙人和作为中西交流桥梁的中国
讲西语人群）的西班牙语访谈内容(https://tintachinapodcast.tumblr.com)。教育处工作人员包括一位
教育参赞，一位行政主管，一位教育顾问以及三名助手。

中国现有四所中学参与了教育和职业培训部的双语部项目，包括：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
学校、山东省济南外国语学校，以及2017年起新增的陕西省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和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图表2: 以下图表统计了近年来双语部的数据信息：

2010 -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双语部 2 2 2 2 2 2 2 4 4 4
教师 2 2 2 2 2 2 2 4 4 4
学生 301 451 442 442 361 462 584 550 710 1000

来源：MEFP, http://www.mecd.gob.es/servicios-al-ciudadano-mecd/estadisticas/educacion/exterior/accion.html
https://www.educacionyfp.gob.es/mc/accion-exterior/inicio.html 

中文助教项目的目的是为西班牙官方语言学校提供中文为母语的口语教师，教育处负责遴
选工作，要求参选者是获得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的中国毕业生。

玛利亚莉珂雅资源中心位于教育处办公区，面向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西语老师及学生开
放。资源中心内藏有丰富的西语教学图书以及多媒体资料。

教育处还与中国最重要的西语教师协会SinoELE合作、和塞万提斯学院一起定期组织培训活
动。

http://www.mecd.gob.es/china/publicaciones-materiales/publicaciones.html
http://www.mecd.gob.es/china/publicaciones-materiales/publicaciones.html
https://tintachinapodcast.tumblr.com
http://www.mecd.gob.es/servicios-al-ciudadano-mecd/estadisticas/educacion/exterior/accion.html
https://www.educacionyfp.gob.es/mc/accion-exterior/inici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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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 de foto: pendiente de recibir

Asesor 1
Sticky Note
Pie de foto: Talleres impartidos en el Centro de Recursos María Lecea de la Consejería de Educación de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