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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运营方式独特的西班牙巴塞罗那

孔子学院为例，聚焦孔院建制、运营模式和机

制，从五个方面深入剖析其成功的经验和面临

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本文涉及孔院制度建设、

教学、文化学术活动、与政府的关系和融入大

学等问题，旨在总结其成功经验，供其他孔院，

 Focusing o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peration mode and mechanism of Confucius 
Institute of Barcelo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current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of Barcelona. 
This study involves the issues of administr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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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西语国家孔院借鉴，最终以期对汉语和

中国文化传播有所裨益。 

[关键词] 孔子学院；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建制；

运营模式；运营机制 

relations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iming at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onfucius Institute of 
Barcelon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especially 
the ones in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further sprea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lobally. 

Key words: Confucius Institut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Barcelona; organizational system; 
operation mode; operation mechanism. 

中国首家孔子学院的成立距离今日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了，孔子学院在中外

方合作和支持下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建院初期，孔院着眼于立足海外，而今这

块品牌已享誉全球，海外学府纷纷希望和中国院校合作建院。孔子学院和孔子

课堂数以千计，遍地生花。但不容忽视的是，各孔院发展情况不一，有待进一

步规范和完善。在这种新形势下，孔院在海外发展由被动转为主动，其发展方

向也需要重新定位。如何适应新形势，对自身做出新的定位，不断完善自身并

走向成熟，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本研究结合当前形势，聚焦独树一帜的巴

塞罗那孔子学院（以下简称巴塞孔院）的建制、运营模式和发展机制，希望通

过该院的案例分析对孔子学院海外运营模式提出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巴塞

孔子学院在国内外得到多方认可，但尚未有人对其运作模式进行详细剖析，本

文根据巴塞孔院提供的相关调研报告、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有关孔子学院研究

的相关文献，从建制模式、制度建设、教学、文化活动以及与外部联系等五个

方面对该孔院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进一步讨论该院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

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巴塞罗那孔院研究课题组为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

文是该项目的部分成果，孔院建设完善最终无疑将有利于更好传播汉语和中国

文化，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1.孔院研究现状 

我们以“孔子学院”为题名，截止到 2015 年 6 月，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到

核心期刊文章 179 篇，硕士论文 202 篇，博士论文 2 篇。在两篇博士论文中，

宁继鸣（2006）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语言推广领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

汉语推广及相关机构的建设问题。赵跃（2014）从教育传播学和教育生态学的

视角,运用基于资源和网络理论，对孔子学院教育功能问题进行分析。另外，

我们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查询，检索到《基于空间布局的孔子学院发展定量研

究》、《孔子学院传播研究》、《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孔子

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孔子学院与华文学校发展比较研究》6 篇文章。

此外，我们还查询到由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孔子学院发展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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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厦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型专业期刊《孔子学院发展研究》，

该刊于 2012 年创刊出版。有关孔子学院研究的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孔院的汉语教学、孔院运营模式和策略、孔院与中国外交、孔院与跨文化交际、

孔院与其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的对比研究、孔院与中国高校协同发展、中外媒

体对孔院的报道、孔院经济发展、孔院品牌塑造、孔院与立法研究等。与本文

论及的孔院建制和管理模式相关性较强的研究为吴应辉《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

系研究》（2011），该文通过对全球孔子学院办学模式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发

现，目前孔子学院经营模式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汉办项目型、基金捐助型和

产业经营型。产业经营型应成为未来孔子学院的基本经营发展模式，但不是最

佳模式。他认为最佳模式应该是“产业经营+基金捐助+汉办项目”型，如果既

能坚持产业经营型模式，又能努力争取各种基金及捐助和汉办项目，孔子学院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完全可能实现。这种观点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但有待实践

来验证和完善。 

此外，西班牙语国家的孔院研究也应引起重视。从使用人数来看，西班牙

语是世界第三大语言，仅次于汉语和英语；从地域来看，西语国家分布于欧洲、

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及非洲五大洲。西语国家孔院的成功创办与顺利发展将

有利于开展中国与西语国家的文化外交，从而提升在西语国家与地区的中国形

象。然而，在知网中按篇名“孔子学院”进行筛选，共检索到专门针对西语国

家孔院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 5 篇和硕士论文 15 篇，没有博士论文，也尚未有

专门针对西语国家孔院研究的学术专著。上述 5 篇期刊论文中有 4 篇都是孔院

与塞万提斯学院的对比研究（许丹，2014），1篇聚焦墨西哥孔子学院发展特

点、问题及对策（付爱萍、田玉，2013）。15 篇硕士论文探讨当地孔院教学，

有 11 篇论及拉美孔院，4 篇关注西班牙孔院，覆盖地域虽广，国别虽多，但

均仅限于教学和教材问题，有一篇文章部分涉及到了在拉美地区开展文化活动

（王俊伟，2014），缺少对孔院建制、模式和运营机制的整体把握和深入分析。

可见，这方面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尚存完善空间。 

通过对目前已有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本研究将聚焦巴塞孔院的运

营机制，从制度建设、教学、文化和学术活动、外部联系等五个方面进行深入

探析，进而总结其经验，讨论其所遇到的挑战并提出建议，以期为西语国家和

地区的孔院建设提供可参考和借鉴的范式。 

2.制度建设 

孔院的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巴塞孔院的成功运营经验证明：仅

有这几条远远不够，一家孔院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和一丝不苟的实施，

孔院的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控制和监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今中

外，国事民政，均需法理法规制约，上至联合国宪章，各种国际法规和公约，

下至宗族家政的宗法训诫，无一不是以法律法规或准则来制约国家、机构、族

群和家庭的行为，以保证其合法、合理及合乎道德伦理。孔子学院是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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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的法制环境中运营的实体，必须遵守各项相关法规，另外，作为一个

新兴的机构，也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制度建设是孔院成功之本，建

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保障孔院健康运行。 

巴塞孔院的基金会在六年的运行中，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基

金会模式与协调员管理机制是该院对于孔院行政管理模式的一个大胆探索，实

践证明了这种模式和机制的可行性，值得借鉴和推广。另外，基金会的各项规

章制度，特别是严格的行政和财务制度更是必不可少，其对于孔院的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制度是对孔院的制约，也是其重要的维系手段。巴塞孔院

建立初期就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随后不断完善，并认真加以执行。鉴于篇幅

所限，本文仅针对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这两项制度进行阐述。 

2.1 管理模式 

巴塞孔院成立于 2010 年，以基金会理事会和协调员机制是其管理模式为

两大主要特征。其中，协调员机制可称为巴塞孔院首创。巴塞孔院基金会由 4

所大学和机构共建：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亚洲之家（西班牙四

家政府机构共同建立的文化机构）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基金会最高权力机构是

理事会，基金会理事会由中方任主席，外方任副主席，另设有秘书长 1 人，理

事 3 人。日常管理工作由中方和外方两位联合主任负责，联合院长是基金会的

法人，具有理事会授予的财务、人事、法务和行政等方面的广泛权利。巴塞孔

院基金会不隶属于任何一所大学或机构，是独立的法人。因此，在行政、教学、

文化活动、劳务、财务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大大增加了其灵活性、提高了办事

效率并扩大了运营空间。日常运营和管理由中外方院长负责，采用协调员机制，

在中外方院长之下设置了 3 名主任协调员，相当于国内的部门主任，分别负责

孔院的教学、拓展、汉考、行政和文化推广等各项活动。每周中外方院长和协

调员召开协调会议，商议和决定孔院的各项事宜，这一方式构成了协调员管理

机制。这一机制是巴塞罗那孔院对孔院管理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其首创

孔院管理模式，经过六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孔院的和谐

运转，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一些孔院也已经开始模

仿这种模式在管理上进行新的探索。此外需提及的是，巴塞孔院采用责任到人、

全员负责制，孔院内部实行透明、民主、公正和人性化的管理，按照条块分工

负责， 除了三位协调员负责的管理主线，其它诸如宣传、形象、网站、媒体、

大事记、日志、图书馆、预算录入、汉语角、学术论坛、卫生、以及汉语桥、

国际学术会议、孔院联席会议等阶段性工作，由汉办教师和志愿者教师分管，

形成中外方院长总体负责，协调员分三个主线管理，员工全面参与管理、各司

其职，上下合力，气氛和谐的局面。 



高博, 常安, 常世儒 Gao Bo, Chang An and Chang Shiru 
  
  15 

Sinologia Hispanica, 2, 1 (2016), pp. 11-24 

2.2 财务制度 

巴塞孔院基金会自行管理财务。基金会注册成功并开始合法运营后，所做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严格的财务制度，并报送中外理事征求意见，经理事会

批准开始执行。该院在财务管理的诸多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常世儒，2015a），

可总结为六条： 

第一，财务由基金会自行管理，不隶属于大学财务部门，但基金会财务受

理事会、汉办和当地政府机构多层次的监督和管控。 

第二，中外方院长共同审理，共同签字。 

第三，每一笔支出都严格执行当地法规、汉办规定和理事会的要求，都有

正式票据。原始发票和票据须经中外方院长共同签字，报送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做账，不符合法规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做账。 

第四，执行管理制度一丝不苟。严格按照汉办预算、批复意见和其他财务

规定办事，预算外的重大支出均向理事会请示，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五，预算、决算过程透明度高。预算过程中多次征求四方意见，发送预

算项目建议书，汇总后作为预算的基础。经过预算审核小组和中外方院长三次

审核，形成预算初步方案。然后征求各理事会成员单位意见、进行审查和修改，

最后形成最终预算，上报汉办。孔院内部教师和志愿者也参与制定预算的全过

程，提建议、编写项目预算、参加翻译、录入、修改预算等工作。 

第六，符合国情和地区特性。预算草案和决算用三种文字写成（汉语、西

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按照政府规定，作为基金会，本孔院的年度结算和

预算方案要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格式，同时向政府上报。 

总之，基金会财务工作量虽大，但合法严谨；层层把关虽然给孔院增加了

工作负担，但由于多方管控，加上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巴塞孔院的财务工作做

到了正规、严格、合法、透明。以上仅以行政和财务管理模式为例说明孔子学

院制度建设的保证作用。孔子学院的工作包括劳务、教学、文化、学术、社会

保险、信息、安全、教师和志愿者管理、中外方院长的职责、人事管理、劳动

纪律等多方面，涉及两国和本地区的公法、私法等法令法规，均需依法办事、

有章可循，各项制度，不可或缺。 

3.教学 

教学是孔院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部分从课程设置、生源、教学点、教材和

师资这五方面系统梳理该院的教学工作。 

3.1 课程设置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在巴塞罗那几十家中文教学机构中，巴塞孔院的教

学堪称管理最规范、教学层次最高、整体师资素质最佳，并得到了广泛认可（常

世儒，2015b）。目前该院设有 66 个班，课程分为成人教育和非成人教育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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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其中，成人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又包括大学本科

学历教育班和研究生学历教育暑期高级研修班，非学历教育包括中国文化高级

研修班和中国文化普及班，成人及儿童汉考备考班、暑期强化班、初级及中高

级汉语口语班和汉字书写班等。非成人教育又包括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和文

化普及这三个板块（图 1-1）。 

图 1 巴塞罗那孔子学院课程种类 

 

目前，巴塞罗那孔院正在全力推进“三位一体”项目，为此，未来课程设

置计划是：第一，与合作大学共同设立官方硕士教育；第二，建立国际汉语教

师资格证书考试中心；第三，推广汉考，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汉语课程。 

3.2 生源 

该院注重生源多样化和多层次。目前该院学生总人数为 1093 人，包括学

历和非学历教育，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其中，

大学学分课程设置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东亚学研究中心和巴塞罗那大

学现代语言中心，均为学分课程，学生人数达 115 人。2016 年 9 月还将在巴

塞罗那大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系开设本科学历课程。非学历成人汉语课程目前共

有 6 个级别，31 个班级，学生总数近 500 人。非学历儿童汉语课程目前在巴

塞罗那大学校区共有 6 个级别，6 个班级，分布在 6 所中小学，共计一百多名

学生(常世儒，2015d)。 

成人教育

学历教育

大学本科教育

研究生学历

教育暑期高级研修班

非学历教育

中国文化高级研修班

中国文化普及班

汉考备考班

暑期强化班

口语班

汉字书写班
非成人教育

儿童

青少年

文化普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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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点 

教学点以高校为主，并向中小学拓展。目前教学点主要设在两大高校：巴

塞罗那大学中心校区、现代语言中心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及其市内校区。为进

一步在大区推广汉语教学，该学院于 2013 年同巴塞罗那市的庞培法布拉大学、

赫罗纳市赫罗纳大学、塔拉戈纳市的罗维拉维尔吉利大学和莱里达市的莱里达

大学等四所著名学府签订了合作协议。除在大学开设汉语课外，该院于 2012

年 7 月开始筹备“你好，中国！”中小学拓展项目，旨在向中小学推广汉语言

及中国文化课程。自 2013 年 9 月以来，已与三所私立国际学校（Benjamin  
Franklin International School，15 人；Escola Aula Europea，15 人），一所

公立学校（Escola Orlandai, 25 人）及两所半公立、半私立的学校（Colegi 
Sant Lluis, 25 人；Mare de Deu de Angels, 25 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学生总

人数过百。2015 年底，巴塞孔院基金会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教育局签署了合作

协议，共同努力在公立中小学设立汉语课程。此项目正在持续发展中，另有数

十所中小学通过巴塞孔院针对该地区中小学汉语推广而创建的巴塞孔院子网

页（www.holachina.es）来了解此项目，并希望能在其学校设立中文及中国

文化课程（常世儒，2015d）。 

3.4 教材开发 

巴塞孔院教材编写工作注重本土化建设，已完成汉办委托的对外汉语教材

的西班牙语翻译和出版工作，如《跟我学汉语（西语版）》、《汉语乐园（西

语版）》、《长城汉语：生存交际篇（西语版）》等。目前成人汉语课程使用

教程为《新实用汉语》和《长城汉语》，儿童课使用教程为《快乐汉语》及《汉

语乐园》。无论从教师还是学员的反馈来看，都对教材满意度较高（常世儒，

2015d）。此外，根据当前西语国家教学特点及学生情况，巴塞孔院计划成立

编写组，正在独立编写本土教材，同时也在筹划网上教学，筹备建立一套完整

的《长城汉语》多媒体欧洲远程对外汉语教学平台，旨在让更多人能够在不同

的地方在线学习汉语。 

3.5 师资 

巴塞孔院师资构成多元化，重视师资培训。教学团队由本土教师、汉办外

派专职教师及汉办志愿者教师等 22 人组成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其中，本土签

约教师 2 名，分别担任孔院教学、汉语等级考试及中小学汉语推广协调工作；

本土合作教师 11 名，除负责孔院成人汉语教学工作之外，部分教师还负责儿

童汉语的教学工作；汉办外派专职教师 2 名，负责巴塞罗那大学现代语言中心

汉语教学工作及巴塞罗那自制大学东亚学系和翻译系汉语学历教育工作；汉办

外派志愿者教师 4 名，目前担任成人汉语、口语及书写课程的教学任务。这种

多元化教师队伍可以更好应对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教学任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在努力做好汉语教学建设的同时，巴塞罗那孔院主动承担带动大区汉语教

学和提高汉教质量的工作。自 2010 年起，在每年 10 月组织师资培训。五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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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员来自加泰罗尼亚大区和西班牙其他省市各中文教学机构及中小学，总

人数近 400 人。 

4.文化和学术活动 

孔子学院文化活动是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三年来，巴塞孔院

每年平均举办文化活动达 30 场（常世儒，2015c），其特色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学术型孔院，支持高层次学术活动和国际学术会

议，如 2012 年和 2015 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伊比利亚汉学研讨会”。

第二，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调动当地各阶层市民积极性走进中国文化，如 201

四年和 2015 孔院举办了“春节盛装游行”活动，为该院在当地举办的影响力

最大的两次文化活动。该项活动不仅得到了市政府大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同时也首次吸引了巴塞罗那现有华人社团的共同参与，体现了孔院积极融入当

地社会以及调动各阶层市民共享中国文化的态势。第三，活动丰富多彩，如近

四年内孔院共举办了 11 次夏令营活动，吸引了当地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

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巴塞孔院还承办了国家汉办主办的重大汉语比赛和文化

宣讲项目（如：“汉语桥”比赛和“三巡”文化表演等）。 

5.与外部的联系 

5.1 与当地政府主管机构 

孔子学院在融入大学和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得到当地政府机构、大学和媒

体的支持。该院一直注重保持并不断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特别是与政府高

层官员保持了经常联系，这一工作由该院专门协调员负责，这主要包括：向他

们通报孔院最新发展情况，邀请当地官员出席重要活动；组织政府官员和合作

方校长访华团；向政府机构提供免费汉语课、讲座、翻译和咨询；积极协助政

府与中国驻西班牙使领馆、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国内的对口部门建立联系。

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使当地政府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国情，以便更好地协助孔

院开展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和促进中国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通过五年的不屑努力，

孔院工作终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2014 年曾获得巴塞罗那市政府嘉

奖
1
，以表彰孔院对当地文化融入及为直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

贡献。2015 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在市中心文化区内，更为该院免费提供近千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作为孔院新址。 

5.2 与当地大学广泛建立联系，形成大孔院模式 

巴塞孔院自建立之初，就已经突破了“1＋1”（即一所中国大学和另一所

                                             
1  http://www.confuciobarcelona.es/zh/index.php/actividades/cultura/notas-prensa/654-colores- 

de-china-i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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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的合作模式，而是采用了“1＋3”的基金会模式。近几年来，经理

事会批准，该院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所有的公立大学（7 所）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签署了协议，并且所有协议都在有效执行：建立考点、教学点、开展讲座、展

览、研讨会等文化和学术活动，组织大区大学校长副校长访华团，召开各合作

大学副校长工作会议和双边会议，大孔院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态势积极，前

景可观。 

不仅如此，巴塞孔院目前正在争取建成“国际大孔院”，通过与安道尔大

学等机构共同开办孔子课堂，使该院即将成为跨国大孔院。今年 10 月，该院

计划组织由 8 所公立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组成的“巴塞罗那大孔院大学校长

（副校长）访华团”。大孔院模式是该院深度融入当地大学的重要举措，此举

得到当地大学的积极响应。大孔院模式改变了传统孔院“1+1”的模式（即一

所中国大学加上一所国外大学），创立了“1+8”的模式，是的一所孔院成功

覆盖整个大区，并且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型大孔院。大孔院模式的成功，既充

分体现了巴塞罗那孔院的张力和渗透力，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极好验证。 

5.3 与媒体的联系 

巴塞孔院建立的六年之中，从无人知晓，到众人皆知，不仅依靠内功，也

与媒体宣传有密切关系。该院有专门的外宣维护人员。其外宣渠道可总结为三

个：本院官网和杂志、当地本土媒体以及国内媒体驻当地分社。 

首先，巴塞孔院建立了完善的三语官方网站（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和

中文）和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和更新孔院的新闻与活动以及相关课程信息，同

时还制作了本院宣传片，创办了杂志《彩墨》。其次，该院与当地西班牙和加

泰罗尼亚语媒体
2
和华文媒体

3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孔院大小型活动都得到了当

地媒体的积极宣传，包括报纸、网站等。该院中外方院长和协调员都曾多次接

受过当地电视台的采访，这些举措都大大加强了孔院在当地的知名度。有的活

动还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几十家媒体通报介绍情况。第三，国内知名媒体驻当

地分部，如新华社驻巴塞分部、中央电视台西语频道、新华社、搜狐滚动新闻

频道、新浪网、新华网等国内大型网络媒体的记者们都对巴塞孔院进行过及时

高效的报导。总之，与媒体保持密切往来对孔院运营来说不可或缺，媒体宣传

有助于让外界增进对孔院的了解，扩大知名度，树立孔院正面形象。 

6.结论 

本文从制度建设、教学、文化和学术活动、融入大学和当地社区等几个方

                                             
2
 主要包括西班牙电视台（TVE 电视台）、第 8 频道、BTV、Catalunya Rádio 和 Connexió Barcelona

等当地主流电视台。 

3
 当地主流华文媒体包括欧华传媒网、欧华报、联合时报、欧洲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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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探讨了巴塞孔院的成功模式，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供其他孔院，尤其是西语

国家孔院借鉴和参考。首先，孔院作为新兴机构，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保障

孔院健康运行。巴塞孔院的基金会模式与协调员机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是该院

对于孔院行政管理模式的一个大胆探索，运行六年，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可行的

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同时，基金会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严格的行政和

财务制度更是必不可少。其次，孔院的业务主要包括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

和学术活动三大类。汉语教学是每所孔院的重头戏。该院的办学特色是，注重

扩大招生规模，朝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加强和拓展与高校联合办学的同时，

积极向当地中小学拓展，还将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纳入大学学分体系。另外，注

重师资和教材本土化建设，利用本土资源，因地制宜，节省开销。第三，该院

文化活动结合自身优势，走出了有特色的道路。活动丰富多彩，且注重积极融

入当地社区，吸引广大当地市民走进中国文化。第四，该院注重教学、文化和

学术并举，特别结合自身优势，走“三头并举、兼顾学术”之路，成果显著，

巴塞罗那孔院举办了多场高层次学术活动，包括两届“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研讨

会”和“中国经济商务峰会”，吸引国内外高层次学者参与互动，在学术活动

中推广了孔院知名度，同时推动了西语国家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 第五，巴

塞孔院注重与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和媒体保持良好畅通的定期沟通，这有利于

提升孔院在当地的接受度、知名度和信誉度。第六，该院在与大学的融合方面

有创新举措，形成具有国际维度的大孔院模式，扩大了在当地的辐射影响，成

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而领军机构。 

不容忽视，在发展过程中巴塞孔院也曾遇到许多问题，笔者将这些问题进

行总结以供探讨。首先，基金会外方三个单位的关系仍比较微妙，偶有利益冲

突，配合欠佳。这类情况在其他孔院也许同样存在。为此，巴塞孔院提出的防

控措施及应对方案是：充分发挥中方的主导作用，注重与各合作方的关系，积

极开展公关工作，正面引导，充分考虑各方的诉求，在可行范围内，积极提供

各种支持，保持顺畅沟通和一视同仁的态度。第二，巴塞孔院位于西班牙各派

政治势力活动、各类思潮汇集、学术派别纷呈的国际大都市的著名高等学府之

中，虽然近六年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由于上述特殊

环境，巴塞孔院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无法回避的政治风险，如合作伙伴内部有

不少人对中国政局持偏激态度，孔院在当地聘用的员工均有自身较为鲜明的政

治立场，都倾向于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等。另外，孔院与在本地发挥了日益重

要的作用，也引起某些势力的阻挠。该院的防控措施及应对方案是：在日常教

学及文化推广过程中不涉及政治及其他敏感问题。举办重大活动时，保持与官

方机构（当地政府、使领馆）的实时沟通，同时充分做好安保预案。对工作人

员关于本地政治的立场，采取尊重态度，不介入、不干涉。第三，中外方院长

是孔院的核心人物，有必要在决定人选时，注重选拔通晓中西两国语言，有工

作能力，克己奉公的高层次人才。为此，建议中方院长专职化，并配备专职行

政人员。让优秀的中方院长长期专职坚守岗位，这有利于孔院工作的开展，专

职中方院长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上更有保障，并且熟悉当地环境和孔院内部情



高博, 常安, 常世儒 Gao Bo, Chang An and Chang Shiru 
  
  21 

Sinologia Hispanica, 2, 1 (2016), pp. 11-24 

况，便于协调各方来开展工作。第四，鉴于孔院工作量大，人手短缺，汉办教

师和志愿者教师除了汉语教学任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行政工作，参与孔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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