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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large-sca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as put 
more pressure on the religious culture management of overseas students. The religious cultur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has put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 mainly based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rel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systems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nagement cadres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ASEAN 
students and their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mentality among foreig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ligious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ntality, the religious cultur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should respect the national customs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mprove the 
mechanis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ligious culture, establish a 
humanistic care service concept,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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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大规模增多给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带来更大压力。来华留学生宗教

文化管理存在主要基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相关措施，相关管理机制和制度有待健全，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建

设亟待完善等问题。研究发现：东盟来桂留学生社会心态和宗教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不同宗教文化背景

的留学生在社会心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华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应该尊重留学生民族风

俗和宗教文化，完善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机制和制度建设，树立人本关爱的服务理念，加强中国文化和国情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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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当下国际局势正在经历深刻的演变，新的历史条

件下，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纷争等不稳定因素给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

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人数

大规模增长。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生源国前 10 依

次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美国、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老挝、日本和哈萨克斯坦[1]，“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力点。“在华留学生生源地

的政治多样化及其复杂的宗教文化背景，以及来华后

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导致的思想层面的波动，都给我

国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高校学习和生活环境的稳定

性”[2]。当下，留学生群体已经成我国社会群体的组

成部分，为了给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好的留学服务和管

理，为了促进校园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良好发展和运

行，本文拟从留学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和社会心态的关

系入手，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提出可行的管理对

策和建议。 

2.来华留学生社会心态与宗教文化状况 

2.1.留学生社会心态的内涵 

来华留学生是指在中国短期或长期学习或研究

的各类外籍留学人员。“社会心态是人们对社会面貌、

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等现实状况的反映,社会心态的

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反

映”[3]。有关社会心态的定义和内涵国内外尚未有统

一的界定，本文主要基于杨宜音[4]和马广海[5]对社会

心态研究成果的基础，认为来华留学生社会心态主要

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背景下，受双重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具有年纪轻、智商高、心理

发展未成熟特征的一类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社会情

绪和感受、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也就是来华

留学生在华生活期间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国家政

策、公共事件、社会文化和公共道德等的认知和感受，

呈现出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来华留学生对

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倾向性。本文主要从社会认知、社

会价值、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来探讨来

华留学生宗教文化的管理问题。 

2.2.社会心态与宗教文化的联系 

宗教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现象，宗教

文化是宗教国家传统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信教徒

而言，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渗透到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在宗教国家，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多

数信徒自小开始信教，宗教观念和意识对他们产生重

要和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对 300 名来华留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其中

抽样的留学生来自东盟 7 个国家，在有效样本中，男

性（124 人），女性（101 人），基本各占一半，在年龄

和教育水平分布上以本科生居多，以长期留学生为主。

其中，88%的留学生具有宗教信仰，主要信仰的宗教

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经统计分

析，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社会心态和宗教文化之间

存在一定的联系，信仰不同宗教文化的留学生在社会

心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留学生的社会

情绪上。无宗教信仰、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的留学生在社会情绪上差异明显，无宗教信仰和信仰

佛教的留学生社会情绪得分明显高于信仰伊斯兰教

的留学生，也就是说，无宗教信仰和信仰佛教的留学

生在华生活期间能更好地调控个人情绪，而信仰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的留学生则更易感到焦虑、抑郁、痛苦

和恐慌。由此可见，宗教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留学生的社会心态，同时也说明，文化差异越大，价

值观差异越大，留学生的社会适应越苦难。反过来，

了解和把握留学生的社会心态状况，可以从侧面把握

宗教文化对留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程度，进而调整留

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策略。宗教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

部分，从社会心态角度来探讨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是

留学生教育管理的一个新尝试。 

3.来华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现状和问题 

3.1.现有留学生管理主要基于文化差异的角
度提出相关措施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始招收留学生，积累了丰

富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实践经验，但是有关高校留学生

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对策和

建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体现着不同的

民族文化特征，其差异性主要通过语言、历史、宗教、

价值观等核心文化要素表现出来。语言、生活方面的

显性差异，宗教信仰、价值观方面的隐性差异，对外

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6]。

多数高校留学生管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文化差异的理

论，提出缓解、克服文化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系列

措施。另外，也有部分研究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提出

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方面的措施，但是，国内尚未发

现有研究从社会心态角度入手来探讨高校留学生宗

教文化管理措施。 

3.2.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机制和制度有待
健全 

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来华留学生的宗教

信仰，并且允许来华留学生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合法的

宗教活动，但是，目前高校专门针对留学生宗教文化

管理的机制和制度还不完善，留学生的管理主要由国

际教育学院、对外交流中心等专门部门进行，部分高

校尚未建立联动的部门工作机制，缺少专门的管理办

法和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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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亟待完善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政治文化

背景、宗教信仰、民族习俗还是思维方式和语言等方

面均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的

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又决定了留学生管理队伍人员

业务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性和专业性。留学生管理人员

既要有广博的人文知识，了解时事政治，具有时政敏

感度，具备较高的外语能力，又要熟悉留学生教育和

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流程，擅长组织协调和管理。但

实际情况是，留学生管理难度大，留学生教育管理组

织机构不健全造成管理人员待遇偏低、流动性高。其

次，留学生管理队伍普遍对宗教政策和宗教文化认识

存在偏差，但是留学生管理队伍的工作对象多数信仰

宗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深远，不了解相关宗教文化

的背景可能出现无法预判和理解留学生日常的一些

态度、观念和行为，不利于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开

展。 

4.社会心态视域下的来华留学生宗教文化管

理策略 

社会心态是留学生在华生活学习的一面镜子，能

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留学生在华期间的内心世界，为

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下面基于来华留

学生社会心态状况提出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对策

和建议。 

4.1.以俗为基，尊重留学生民族风俗和宗教文
化 

东盟国家留学生大多数有宗教信仰，尊重留学生

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是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前

提和基础。社会心态下设指标社会认知中包含社会认

同的内容，Tajfel 曾经提出社会认同的概念：“社会

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

义”[7]。到留学国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思维方

式、语言风俗等文化差异给留学生带来社会认同感的

缺失，因此，做好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首先要尊重他

们信仰和文化。《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

中提到“尊重外国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但

不提供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每逢重大宗教节日，

高校内部各相关部门可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在我国政

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留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做好保

障，提供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尊重信仰，有利于

提升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有利于培育留学生稳定、

良好的社会心态，保障留学生在华愉快、安全地学习。 

4.2.以法为纲，完善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机
制和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机制和制度是留学生宗教文化管理的

主要内容。来华留学生社会心态整体较良好，留学生

基本认可当地的制度和文化，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

但距离理想状态还有一定距离。近年来一些违反当地

法律法规的活动对正常的校园管理和社会治理造成

威胁。留学生管理工作主要由高校中专门的留学生管

理部门进行，但涉及到学生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安全稳定工作等，又必须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管理。因

此，各高校要建立健全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联

通的留学生管理机制，并且根据实际出台有关的管理

办法，确保留学生在入学前了解在华学习期间开展宗

教活动的规定和要求，入学后能遵守规定，并且及时

做好有关的入学前的法律法规教育，保障留学生在华

学习和生活期间能正确行使个人权利。 

4.3.以情为怀，树立人本关爱的服务理念，提
升人文关爱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留学生宗教文化管

理的有效途径。留学期间，由于价值观等差异带来的

影响，留学生社会情绪中大多出现思乡、焦虑，甚至

抑郁等问题，相比社会认知、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

向，留学生在社会情绪上的表现相对欠佳。情绪的不

佳会促使留学生愈发通过宗教活动来寻求心理的安

抚和平衡。高校应该树立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从留

学生的身心特点、文化差异、社会心态等现实情况出

发，在趋同管理的同时做到求同存异。一是可以从留

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和细节入手，为他们提

供便利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更多

融入各国文化的元素，食堂可以分时段安排不同国家

主题特色的菜肴，留学生管理部门可以和不同学院联

合举办留学生文化节，在不同时间段开展不同主题国

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主题国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

策划组织，既有利于帮助留学生缓解思乡之苦，也有

利于中外学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二是成立专门的留

学生咨询服务中心，可以由中国学生参与其中，帮助

留学生解决在华期间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三是开展中

国学生和留学生一对一联络制，有利于帮助留学生提

升语言能力，促进中外学生友谊。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和手段开展心理疏导等，帮助留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

文化，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环

境。 

4.4.以育为促，加强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增
进文化认同 

加强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是留学生宗教文化管

理的必要内容。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知包括对中国地

理、历史、文化、制度等的认知，由于受到母国社会

认知的影响，留学生刚到留学国，对留学国的认知和

理解带有第一印象的刻板性和片面性，加深对留学国

文化和国情的认知和理解有利于增进留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认同。比如，不定期组织和开展留学生的社会

调查活动，让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针对某个社会问

题深入到社会中去观察、研究，在过程中留学生才能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1

532



更深刻认识留学国社会现状，增进文化认同。另外，

开展中国先进文化教育，内容包括对物质、社会关系、

精神、艺术、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等；开展国情教育，

内容包括地理状况、民族发展传统和进程、社会制度

等，教育形式可多种多样，包括专门的课堂教学、第

二课堂活动、课外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开展留学

生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要科学规划、合理设计、专

人实施，调动留学生参与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加深对

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事业的支持。同时，在过

程中能够激发留学生对新事物的兴趣和喜爱，丰富日

常生活。 

5.结论 

来华留学生社会心态和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有

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文化背景影响留学生的价值观和

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在华生活期间对社会环境、

人际关系、国家政策、公共事件、社会文化和公共道

德等的认知和感受。对留学生社会心态状况进行分析，

从留学生社会心态的角度思考来华留学生宗教文化

管理问题，相关高校和管理部门可以从尊重文化习俗，

建立健全法规和体制、机制，提升人文关爱，增进文

化认同等方面做好来华留学生的文化管理，为留学生

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有助于加强校园管

理和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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