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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受到我国高度重视,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投入显
著增加,期望能够为国际贸易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提高汉语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率。但是目前汉语国际
教育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无法保证汉语国际教育效果,应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
不断发展。鉴于此,本文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探
究“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应对策略,希望能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提供有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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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and the investment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t is expected to deliver more excellent talent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Chines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facing some problems, which can not guarantee the effec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is aspect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and furth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hoping to provide a
favorabl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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