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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天命观在中国承传了两千多年。中共自1949年建政

以来，一直对孔子和孔子思想进行诋毁和批判。致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被破坏殆尽。而

自2004年以来，中共逆反常态，开始出资在海外高等学府开办“孔子学院”，在中小学校开设“孔

子课堂”。截至2013年底，中共在120多个国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

学生达85万人
i
。 

 

本报告从中共对孔子学院的教学方针、师资控制、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和在海内外的活动等方面

提供证据，揭露中共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目的是利用教中文的名义，对国际社会进行

中共意识形态渗透和配合中共战略统战。 

一、孔子学院是中共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工具 

 
中共一直以来所宣扬的“文化”是以无神论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本世纪初起，中共提出

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其实就是要将中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国际社会。“软实力”

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1990年提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指这

个国家通过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影响重大事件的能力
ii
。 

 

而中共所说的软实力的内涵与当代国际社会所普遍认识的概念截然不同。中共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

性质是由中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的。对中共而言，软实力就是其对外渗透和对内洗脑的

能力。孔子学院与中共的外交和统战机构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中共对外渗透和战略统战的重要

工具。 

 

这里列举部分中共官员、中共历次会议、以及喉舌媒体在“文化软实力”和“孔子学院”定位方面

的有关言论。 

 

“确保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 都要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2010年9月7日
iii
 

“统筹对内对外宣传，进一步营造于我（中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对外宣传上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要切实做好境外记者来华

采访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引导他们客观友善地报道中国。要围绕关系我主

权和安全的重大问题，积极开展涉藏、涉疆、涉台以及人权、法轮功等方

面的国际舆论斗争。。。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办好海外文化

中心和孔子学院。。。”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2010年1月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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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0年为例，共有940家国内文艺演出团体到国外、境外演出，总演出场

次达到9.37万。。。2010年和2009年相比，仅赴外商业演出场次就增长了

25.4%。官方色彩在外国，人家就会有一种心理戒备。。。我们很多文化产

品，意识形态色彩都很浓。。。孔子学院是半官方的。。。对于扩大中国

文化的影响，是有好处的。“ 

--文化研究学者徐世丕，《中国网》2012年3月文章
v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

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11月26日，于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vi
 

 

“只有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才能造就实现

中国梦的强大文化力量”。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2013年12月22日
vii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12月30日
viii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

化发展至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

得主动。。。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

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

严重性和复杂性，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胡锦涛，2012年1月1日
ix
 

 

“孔子学院是（党）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亮丽品牌...为增强软实力作出重要

贡献...用‘孔子’这个品牌，有亲和力；用语言切入，顺理成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2年11月底于北京孔院总部
x
 

 

李长春从2004年起对孔子学院“每年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利用出访机会访问了15个

国家的孔子学院...树立了领导人在国际上的美好形象。李长春关于孔子学院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和批示，是孔子学院事业的思想理论宝库，我们过去学，现在学，将来还要学。”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学院总部）主任许琳，2012年11月
xi
 

 

“文化国际传播要担负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使命．．．我国目前

（媒体）的跨文化传播模式，不仅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拓展了

我国的战略利益．．．要让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国外受众的内心悄然萌发，我们的文化国际

传播还要善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包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2011年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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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外事工作已成为国家发展大格局、外交大战略和外宣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孔子学院建设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举措，也是中央赋予我们（教育部）的光荣

使命。”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2010年
xiii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定义的所谓的“国际敌对势力”，包括“藏独、东突、法轮功、民运

等”被认为是“对（中共）政治制度、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领域”的威胁，所以教育部所承担的

“教育外事工作”是以“抵御西化、分化”为目的的。 

 

“文化建设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7年7月24日
xiv
 

 

“孔子学院为开辟中国公共外交新渠道，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2011年8月26日
xv
 

 

“中华文明在海外发扬光大。孔子学院作为重要的载体，将中华文明广泛的传播到世界各

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朱海安，2012年3月
xvi
 

 

“要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华侨，中资企业员工，孔子学院教师，留学生，不管在国外

做何工作，都要时刻把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挂在心上。”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12年1月25日
xvii
 

二、从孔子学院的组织结构看其宣传统战背景 

孔子学院组织结构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the office of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由

十二个部委组成：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长为陈至立。下设“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

室”，简称“汉办”，隶属教育部
 xviii
。2004年孔子学院出现后，“汉办”演变成为“孔子学院总

部”，分布在海外各大学的孔子学院则被认为是中共孔子学院官方组织的分部。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中指出“总部理事会是孔子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

定、修改孔子学院章程，审议全球孔子学院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孔子学院建设的重大事项
xix
。”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成员背景 

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的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官员中，可以看出，隶属教育部的孔子学院具有外

交、统战等多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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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立，曾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xx
。2007年，陈至立被指定为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第一任主席

xxi
。 

刘延东，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1995-2003），统战部长（2003-2007），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2013 -）
xxii
。2008年起任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

xxiii
。 

李海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xxiv
。  2007年起任孔子学院理事会副主席

xxv
。  

张少春，财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xxvi
。2007年起担任孔子学院理事会副主席

xxvii
。 

许琳，曾在教育部财务司、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任职。2004年任国家汉办主任，2007年任孔子学

院总部总干事
xxviii
。 

马箭飞，1985到2004年曾在北京语言大学任职，2004年任汉办副主任，2007年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

干事，2011年任汉办党委书记
xxix
。 

大陆东北某高校的“2011年统战工作大事记”记载了有关孔子学院的活动
xxx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孔

子学院的统战性质。 

中共官员在出访期间频频参观孔子学院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网报道：截至2011年10月底，中共官员出席孔子学院活动上百次，中

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都到过孔子学院指导工作。胡锦涛曾16次访问孔子学院
xxxi
。 

肯尼亚内罗毕（Nairobi）孔子学院成立于2005年12月。2009年4月29日，胡锦涛出访肯尼亚，在饭

店里接见内罗毕孔子学院师生，当时已经成立4年的孔子学院只有25名学生，却配备了4名教师，其

中一名是中方院长，一名肯方院长
xxxii
。 

 

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参观芝加哥佩顿中学孔子学院（Walter Payton College Preparatory 

High School）
xxxiii
。 

 

2009年11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与苏丹总统

巴希尔出席喀土穆大学（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在第二天建交50

周年讲话中提到“中方愿与苏方一道，继续推进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建设等”
xxxiv
。 

 

2010年9月，李长春出访爱尔兰，参加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4周年庆典
xxxv
。2012年10月，李长春参观

孟加拉国孔子学院
xxxvi
。 

三、中共对海外孔子学院投资巨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的《世界教育报告》(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by 

U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显示，全世界2008年教育经费占GDP的

平均比例为4.8%，其中发达国家为5.2%，发展中国家为4.2%，美国则为5.5%
xxxvii
。据中共官方数据显

示，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一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未到4%，其中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的最低谷是2004年，只占GDP的2.79%
xxxviii
。而2004年正是中共不惜重金在海外办孔子学

院的开始。中共为何花钱为外国人提供免费中文教育，而不愿出资提升本国人民的教育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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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1年到2011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 (Public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s % of GDP) 

中共以大量资金收买海外高等学府开办孔子学院 

通过诸多局部报道可以看出中共对孔子学院的投资之大。中共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从2007年起一直

是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亦说明中共对孔子学院资金方面的重视。 

 

每设立一个孔子学院，中共孔子学院总部提供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2006年，中共派出300名教师，

每人补贴1.3万美元。2004年至2009年间，中共派出近8000名教师到68个国家。中共政府对孔子学院

的投入金额单2009年就达1.45亿美元
xxxix
。 

 

西安交大校史显示，2010年中共对遍布104个国家的353所孔院的经费投入达1.67亿美元。西安交大

与外方合作办的两所孔院，一个2007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建立，一个200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立，中共对这两所孔子学院每年拨款分别超过10万

美元
xl
。 

 

2001年，美国常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数名教授撰写了揭露“六四”事件内幕的《天安门文件》，

作者因此被拒发中国签证。2006年，中共禁止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赴西藏学习”项目进入

西藏。而2010年，中共为在哥伦比亚大学设孔子学院，主动提出在五年内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供100万

美元的资助
xli
。 

 

2011年7月，中共拨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厅22万澳元，作为在中小学校设立孔子课堂试点的

经费
xlii
。然而10月13日，纽省绿党议员杰米．帕克（Jamie Parker）向纽省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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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在纽省公校设立的由中共提供资金和师资的孔子班。“孔子学院的许多问题之一是资金的来源，

我们忧虑这会影响教程的设计，重要的是无法担保我们给年轻一代的教育，是独立于任何注资者之

外
xliii
。” 

彭博社（Bloomberg）2011年文章说，“中共教育部旗下的‘汉办’的年度报告和网站信息显示，从

2004年开始累计出资5亿美元在世界各地设立了350所孔子学院。在美国共有75所，是在其他国家的

孔子学院的4倍
xliv
。” 

2010年中共为非洲21所孔子学院拨款400多万美元，为23所孔子学院派遣了102名教师
xlv
。 

孔子学院总部为建立新网站自己招标，自己中标 

2009年底，中共孔子学院总部又以招标-中标的形式，以建立新网站的名义，将大量资金据为己有。 

中共财政部网站2009年12月15日发布“网络孔子学院网站运营服务项目中标公告”，招标编号：

CEIECZB01-09JX033，中标金额：3520万元（$5.6 million USD）。而该项目中标的供应商是汉办直

属机构，“五洲汉风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此机构成立于2009年9月9日，注册资金600万

元，企业法人为汉办副主任王永利
xlvi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楼1区教2楼225”，是

北京语言大学的一栋教学楼里，注册文件中说公司是国家汉办直属，专业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文化

产业与技术服务性公司
xlvii,xlviii

。 

四、中共对海外孔子学院人员培训欠缺，监管严密 

中共对孔子学院教师的控制不对外方学校透明 

由中共专门机构审查，认定并兼管的中文教师们被派往世界各地，在不符合当地教师认证标准的情

况下，在国外高等学府和中小学校的课堂里，直接与当地学生们接触。而国外学校对这些教师们有

多大的任免与监督权呢？在本组织调查的孔子学院公开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而中共要求

身在国外的孔子学院教师接受中共官员的“巡查督导”，并明文规定“不得参加法轮功活动”等。 

汉办2006年5月1日开始施行《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八章规定对“教师在国外

的宗教信仰、生活环境等”的管理方式，各省、市教育厅（委）和直属院校必须有专人做“管理教

师”，或者组织“工作督导团”到教师所在地进行“巡查和督导”，或者委托所在地的使领馆派人

管理。“管理教师”、“工作督导团”和使领馆人员的住宿、交通、通讯、交际费用均由汉办支付
xlix
。 

汉办2007年网站列出5条“国际汉语教师海外志愿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第3条规定汉语教师

必须“无参与法轮功组织记录
l
。” 

 

汉办网站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外派申请过程规定
li
，志愿者被多次要求表明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或者不

从事法轮功的活动。比如，《汉语教师志愿者综合情况审核表》的“本人声明”部分包括：“本人

未参加过法轮功等任何xx组织
lii
”；《汉语教师志愿者出国任教协议书》中“志愿者义务”第5条规

定：“主动接受我驻外使领馆的指导和帮助”；第6条规定：“不参加法轮功组织
liii
。” 

 

孔子学院对教师的此类规定对国外高等学府的透明度极低，一个典型的案例反映外方学府的被动境

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孔子学院一名教师于2011年提出辞职，在安大

略省人权法庭指控麦克马斯特大学涉嫌侵犯宗教信仰和政治言论自由，并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庇护。

这名教师指出，在她与孔子学院的合同中有禁止习炼法轮功的规定，而麦克马斯特大学对这种歧视



     
 
 
 
 
                                        
 

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采取“认同”态度。2011年2月，麦克马斯特大学发表声明指出，“因为中方的任免制度和加拿大学

校的制度不同，虽然经过多次与孔子学院总部的交涉，但是不同达成共识。”最终，麦克马斯特大

学决定同年七月份与孔子学院的五年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麦克马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就此关门
liv
。 

由于此类事件被曝光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中共修改孔子学院教师协议，去掉“法轮功”字

样，仍保留不参加（中共定义的）“非法组织”字样；并且新增加“保密条款”规定“乙方（教

师）承诺对本协议的相关内容及条款承担保密义务
lv
。” 

中共对孔子学院教师的培训走过场 

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教师在出国前要接受汉办提供的培训，包括：1）教师基本技术培训；2）“国

情”培训，也就是学习中共的法规、政策、宣传等；3）“才艺”培训，包括中国结，剪纸，书法，

茶艺等文化表层的东西；4）“礼节”培训，比如在国外应该怎样更加有礼貌，尊重他人等
lvi
。 

被派往美国的汉语教师多为中国学校的英文专业，不具备汉语教学经验 

2010年美国一孔子学院对在美111名汉语教师进行网上问卷调查
lvii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此次调查

的以26－35岁的女性教师居多，绝大多数为英语专业毕业，其中只有4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只有2

位为国际汉语教学专业科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受过专业的国际汉语教育培训，也只有少数人具备

一定的国际汉语教学经验。具有一年以上汉语教学经验的教师约为24％。” 

孔子学院旧网站抄袭行为显示人员素质低 

2007年7月，开通不长时间的民间网站ChinaExpat.com在网站发文，指控孔子学院网站抄袭行为。文

章说，“位于北京的拥有上百万美元资金的孔子学院从本网站上一字不漏地抄袭了差不多50篇文

章。孔子学院网站应该代表的传统中华优秀文化，而不是泛滥当代中国的肮脏伎俩。这不是幼稚的

大学生抄袭名作家的几段话那样简单，这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官方组织占一个小小的民间网站的便

宜
lviii
。” 

五、中共利用孔子学院活动进行宣传渗透实例 

 

韩国汉城第一所孔子学院不开设孔子思想课程 

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出现。当时的汉办某官员称，“孔子已经在全世界得

到认可，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而是借孔子之名在全世界推广汉语。国外的孔子学院将

由国内委派教师教授汉语课程
lix
。” 

 

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粉饰西藏宗教信仰自由 

2006年设立的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是美国的第一所。2009年4月，该校孔子学院举办青海西藏图片

展。中共驻华府副大使谢峰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题为“青海和西藏的真实图片”。他说，“西藏

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保护。中共政府一向对达赖喇嘛敞开大门，他必须彻底反

省，根本转变他的政治观点和行为
l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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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不讲孔孟思想 

2010年12月，美国佐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孔子学院美方院长金克

华在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声称：孔子学院只是一个称谓，并不是以传讲孔孟的思想为主
lxi
。 

 

加拿大孔子学院挑动学生抗议当地揭露西藏事件的电视台 

在2008北京奥运前夕，西藏发生多起群体抗暴事件。北京派准军事部队到西藏进行镇压，加拿大一

电视台实地拍摄到军队镇压民众的血腥场面。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艳（音）曾经是中共喉舌

央视记者，她利用上课时间向学生们宣讲关于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的内容，煽动学生们“团结起来与

加拿大媒体作战”。结果学生们发起对报道那次西藏血腥事件的电视台，报纸，网站的抗议活动，

最终迫使电视台公开道歉
lxii
。 

俄国孔子学院院长攻击法轮功 

俄国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院校长尼古拉·库哈连科在一个2010年成立的俄文网站上引用

中共官媒歪曲事实的报道抨击法轮功和《大纪元时报》。2013年10月被中共邪教协会办的专门诋毁

法轮功的网站引用
lxiii
。 

奥地利孔子学院论坛宣讲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中国论坛”高峰对话，格拉茨大学的Anton Grabner-Haider教授主

持，同时作题为《当今中国哲学》的报告。开篇却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话，并大谈自己曾在马克思就

读的波恩大学进修哲学
lxiv
。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阻止该大学邀请美国法轮功学员作访问学者 

设立于2005年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是欧洲第一所，全球第二所孔子学院
lxv
。2006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院欲邀请美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义工张而平作访问学者，张而平拥有５个

学位，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而孔子学院以张不是学者为由阻止亚太研究院发出邀请
lxvi
。 

 

以色列孔子学院阻挠有法轮功被迫害内容的美展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为了不失去来自中共的资助，包括孔子学院，下令关闭有学生主办的表现法轮

功在中国被迫害内容的美展。美展原计划从３月４日到１４日，可是只展览了２天后，学校高层迫

于中共领馆压力，命令美展关闭。事后，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决特拉维夫大学因为来自中领馆的经

济和政治压力而关闭美展，要求特拉维夫大学再次举办一周美展，并给美展的组织者赔款１万美元
lxvii
。 

 

泰国孔子学院院长宣扬中共窃国史 

2009年10月1日上午，泰国东方大学孔子学院组织中泰师生、志愿者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

年”阅兵式。10月3日，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孔子学院院长丁力借中秋节之际，鼓吹“国庆阅

兵式的所谓盛况”并宣传中共窃国后的所谓“发展、壮大的历程”
lxviii
。 



     
 
 
 
 
                                        
 

1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由社会主义学院院士主持 

“第六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2013年7月在山东曲阜举行，山东省统战部部长兼海外联谊会

会长颜世元讲话，山东社会主义学院院士孙继业主持
lxix
。中共统战、海外联谊、社会主义学院的官

员们对中华文化经典的研究有多少呢？ 

孔子学院北京开会  大唱“红歌” 

第六届孔院大会2011年12月12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我唱北京”音乐会，中共宣传部长李长春

出席，并与各国青年歌唱家“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音乐会曲目多为歌颂中共的“红歌”
lxx
。

《黄河颂》是1930年代中共刚刚成立不久，日本侵华时期，中共假抗日，却利用抗日为由煽动民心

用以对抗国民党的歌曲。《洪湖赤卫队》是五十年代末为歌颂30年代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而作。

《白毛女》是文革时期，中共篡改中国民间传说，用以煽动仇恨的充满杀机的舞剧。在由时任重庆

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中，2011年文化部主办为庆祝中共90周年《白毛

女》被重新搬上舞台，不仅在中国境内演出，而且自称所谓的“中国芭蕾”，于2011年9月在美国华

府肯尼迪剧院上演
lxxi
。 

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如同是中共党校设在海外的分支，受中共中央级党务要员操控。由中共政治审

查、培训、和监管的教师目前遍布世界各国的很多高等学府、中学和小学，以教中文为名，成为宣

传中共党文化的喉舌，意图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自由世界的国家决策。 

孔子学院的中共渗透工具作用已经在国际社会中被重视。2013年12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

（CAUT）通过决议，呼吁加拿大各高等院校终止与“中国政府资助、监督的孔子学院”的合作。该

协会执行会长詹姆斯·图尔克（James Turk）说，“在我们的校园里设立孔子学院，意味着允许中

共干预我们的教学，包括课程设计和课堂讨论话题。这是对我们学术自由的侵犯
lxxii
。” 

2014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一百多名教授，包括政治系、历史系、英语系、人类学系、比较文学

系、统计系、戏剧媒体系等7个系的系主任日前联合签名，呼吁院方2014年秋天不再和中共官方机构

“汉办”续签该校孔子学院合同
lxx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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