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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 5月到今年 1月，同济大学 60多个国
家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共计181人，合作开展了“一
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国情资讯与舆情研究。该
项研究获得了同济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中外学
生融合国际性校园建设》的资助，以及同济大学“一
带一路”研究中心的支持。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陈强教授认为：“留学生开展‘一带一路’主题
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多国别资料搜集的语言问题，
而且提供了国际化的、青年人的视角，这是面向未
来的视角。”

由 于 匈 牙 利 良 好
的地理位置、先进的教
育水平、众多的科技人
才、发达的第三产业与
丰富的旅游资源，能够
为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作出重要贡献；而匈牙利对增加金融支
持、加强国债多元化、扩大向东经贸合作、促进经济
恢复发展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需求，需要与中国

“一带一路”进行合作。除此之外，中匈友好关系也
可以加强匈牙利在欧盟内的地位，欧盟也可以通过
匈牙利的辅助扩大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为 了 真 实 了 解 越
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
象的认识和对中国的
情感，我们发了 120 份
调查问卷。调查显示：
虽然近来由于南海海

域争端，越南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但越南民
众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并且有大约40％的
人希望和中国加强交流、深化合作，约 68％的人认
为中越两国相同的政治制度会促进两国互利共
赢。当前，在越南学习汉语的人很多，中越两国未
来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缔结一个强劲的贸
易伙伴关系有利于中印
两国、特别是印度的发
展。中印是世界上两个
人口大国，两国经济不
断增长，人口不断增

加。我觉得“一带一路”能够显著增加就业岗
位，并且为印度提供进口低价原材料以降低成
本、出口高科技领域成品的机会。印度得到的是
效率、效果和成产率。

中 国 长 期 把 经 济
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
关键因素。中巴两国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更应该关注巴西民众
的需求，同时寻求社会

组织的帮助，发展公平、公正、和谐、可持续的两国
民众基础。可持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社会力量
的参与、更多公民的了解和支持才能真正让“一带
一路”发展起来，让中西两国全面提升伙伴关系，
走向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中 国 的 “ 一 带 一
路”为格鲁吉亚提供了
一个有利的重要机会，
使得其能够在亚欧贸易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格鲁吉亚在前行的路

上依然面对着很多阻碍，如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法律法规也不健全。为了在“一带一路”
中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合作伙伴，格鲁吉亚必须在
这些方面进行较大改善，提高综合水平。同时，
保持政局稳定对格鲁吉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视作是中国或其他国家投资
的一个可靠的平台。

通过搜集和分析德
国报纸、民众网上评
论、访问、问卷调查获
得的信息，得到了德国
民众对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看法以及不

同人口统计学背景的德国人在评估“一带一路”
倡议蕴含机会与挑战上的差异。特别印象深刻的
是，一些德国人在网上的评论中，强烈支持德国
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目前美国在全
球强大的势力与影响，他们看到一个改变美国主
导地位的机会。

留学生们带着对中国的兴趣和对祖国的关注
投入有关“一带一路”的调查中，他们的调查具
体而实际，他们的思考角度横跨中外，而他们提
出的问题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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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知乎等网络社区里，关于外国人在学习中
文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帖子很多，而许多人的难点都集中
在声调与近义词上。“为什么会有很多声调？” “为什
么这么念就不是原来的意思？”“‘寒’和‘冷’有什么
区别？”“‘很’‘非常’‘十分’‘特别’和‘相当’都
是一个意思吗？”……

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上述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但对于
母语非汉语的外国学习者来说，这些问题往往成为拦路
虎，困扰着他们的学习进程。那么，如何“对症下药”
破解这些难点呢？

校准声调 才能说得明白

“ma”的发音可以代表“妈、麻、马、骂”；“zhu
zi”的发音可以理解为“珠子、竹子、主子、柱子”；

“tong zhi”的发音可以理解为“通知、同志、统治、痛
指”……同一个发音，理解不同，它们的词义也相差万
里。

“我刚到北京时，来到北大附近的一家旅馆住宿，
旅馆下面是一家饺子馆。因为之前学过一些基础汉语，
所以我很自信地问接待员：‘你好，这里水饺一晚多少
钱？’接待员被我问懵了。幸亏遇上一位德国人，他的
汉语很好，我用英语告诉他我的问题，他把我的意思转
达给接待员。接待员听明白后哈哈大笑，说‘水饺’与

‘睡觉’可差多了，我还以为你问‘水饺一碗多少钱’
呢。从那以后，我学习生词时首先注意其声调，然后才
去看字的写法。”韩国留学生罗道勋回忆起语调让自己
遇到的尴尬时如是说。

北京语言大学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毋梅学习汉语已
经两年半了，谈起在汉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时，她说：“我
的母语吉尔吉斯语没有声调，所以我在学汉语时有点儿
吃力，比如‘我想问一下’的‘问’，有时会说成‘吻’。这
样就会产生一些理解上的歧义。所以我在学习时，一边
朗读，一边按老师教的用手指比划声调。为了掌握好声
调，我会把课文里的每一个字都标注上声调，并反复朗

读。这样才能对正确的汉语声调产生深刻印象。”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研究方面的专家、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副教授陈默则分享了他的研
究心得：“母语是否是声调语言对学习者学习汉语声调
影响很大。母语中有无声调语言背景，也决定了学生面
临的不同困难。如：泰语是声调语言，具有泰语语言背
景的学生要辨析泰语与汉语声调的异同；英语是非声调
语言，具有英语语言背景的学生要建立起声调意识，明
确区分汉语的四个声调。而汉语教师在教外国人学习汉
语声调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
用，帮助其建立或提高声调意识，即调动学习者的视
觉、听觉和动觉来进行声调的产出和感知训练。”

明晰词义 才能表达准确

“舟”与“船”词义相近；“看”与“瞧”词义相近；“相信”
与“信任”词义相近……但相近并不是相同。“舟”和“船”
有在古代使用和在现代使用的区别；“看”和“瞧”一个表
示动作，一个表示状态；“相信”和“信任”前者表意程度较
轻，而后者表意程度较深……要想表情达意贴切恰当，就
不得不精心选用汉语词汇。丰富繁杂的近义词也是汉语
表达细致精妙的体现。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罗道勋同样也为近义词所困
扰。“叫我一直烦恼的就是汉语的近义词。比如，焦
虑，英语中就是 anxious，其近义词有 restles、jittery 等，
总的来讲不算很多。然而，汉语中‘焦虑’的近义词无
数。忧虑、发愁、担忧、焦急、紧张、急切、忧心、惶
惶等，若再加上有关焦虑的成语，那就更数不过来了。
汉语的近义词不仅多，而且用法都不一样，即它们要在
具体情况下具体使用。‘为什么要用这个词’的困惑时
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罗道勋说。

“有一次，我和老师在讨论导游应该考虑到游客的
感受时，我说：‘我们要照顾他的感觉。’老师看了我一
眼说：‘高山，你应该说照顾他的感受，虽然‘感受’
和‘感觉’是近义词，但是这个搭配是不对的。’之后

我去查阅了‘感觉’‘感受’的差别，认识到了要对近
义词区别对待。”来自埃及的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
院在读博士生高山说。

“区分近义词首先要对组成近义词的语素进行分
析。如‘面临’和‘面对’这组近义词。‘临’本义是
高高在上，向下俯视。这种居高临下的姿势让人联想到
在上面监视下面的一切，所以‘临’有‘统治’的意
思，从而引申为从位尊者到位卑者处也称做‘临’，以
此表示敬意，如‘光临’‘莅临’。另外，从高处向下俯
视都是临近边缘，所以‘临’又有‘临近’的意思，如

‘临水’‘临河’，这个意义进一步引申可以构成‘临
街’‘临近’，还可以构成‘临走’‘临时’‘临死’等。
当临近的不是物而是事情时，‘临’就有了‘面对’的
意思。而站在高处向下看是有一些危险的，所以发展到
现代汉语，它的宾语常常是‘困难、危险、死亡、困
境、压力’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词语。‘对’是相互
应答、两两相对的意思，所以侧重的是‘面对’的意
思。其次要对近义词内部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如‘说
明’和‘解释’这组近义词。‘说明’是一个动补结构，‘说’
的结果是‘明’；‘解释’是并列结构，‘解’和‘释’都是动
词，意思相近。经过这样的分析，学生就会明白‘这个问
题老师给我们说明清楚了’这样的句子的错误之处，就是
一个动词后面不能同时带有两个补语‘明’和‘清楚’。”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副教授杨雪梅举例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唐兴全认为，汉
语学习者在汉语四声使用上常见的错误可以用“一声不
够高，二声上不去，三声拐不了，四声下不来，轻声总
跳槽”来概括。我们在已建成的各个中介语语料库中发
现，近义词的混淆是来华留学生在书面表达中出现频率
非常高的偏误类型。这也和部分汉语教师在讲解近义词
时偏重抽象分析，用例区分度小有关。“对症下药”破
解汉语学习难点，要建立在汉语教师扎实的汉语基础知
识和对学习者母语背景的了解之上。

声调、近义词既是汉语学习的难点，也是掌握汉语
的重点。声调准确了，近义词搞懂了，才能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

我去年 8 月 16 日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
所以对什么都很好奇，而且爱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

一到北京我就跟着中国学中心的同学去了著名的丝
绸之路旅行。第一站是兰州，是坐火车去的，这是我第一
次坐中国的火车。在兰州，我们参观了博物馆，看到很多
古画和出土文物，了解了中国的悠久历史。然后我们去了
位于甘肃南部的夏河。我必须要说，这个地方海拔很高，
风景很美。我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藏族文化。藏族文化
跟美国文化完全不一样，也跟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不一
样。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大。在夏河，人们日常食
物是牦牛肉和牦牛奶油。去夏河之前，我从来没吃过牦牛
肉，所以不太适应。拉卜楞寺位于夏河，它是一座很有名
的佛教寺庙，我为自己能去这个地方而兴奋不已。进入寺
庙以后，我感到安静和放松。中国佛教真是高深莫测。

之后我们去了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和喀什。在这
些地方，我吃到很多之前从未吃过的食物，比如炒米
饭、烤羊肉。新疆住着很多穆斯林，他们大都是维吾尔

族人，信奉伊斯兰教。我是天主教徒，虽然我们的信仰
不一样，可是我非常尊重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在这里，
我也发现了很多好玩的事，比如牲畜露天市场，在美国
没有牲畜露天市场。我还骑了骆驼，这太让我兴奋了，
因为美国历史上是没有骆驼的。

在中国生活了两个月后，趁着“十一”假期，我又去中
国南方旅游。先去浙江义乌，住在一个朋友家。在中国，

“家”大多是公寓，而在美国，“家”通常是一个独立的房
子。很多美国人住在郊外，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去城里。但
是中国人住在城市里，离上班的地方不远。这次旅行最大
的困难是语言，在浦江我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一点儿也听
不懂。中国南方很多方言和口音带给我很大的困扰。回
到北京我很开心，因为北京人说普通话，我能听懂。

后来我还去了杭州和上海。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城
市，很多美国公司在这里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在中国旅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城市都有特别
的食物，比如上海的灌汤包、杭州的小笼包。

中国和美国文化不一样，但是都很有意思。我们可
以互相学习，成为好朋友。中国人很热心，我在中国的
日子很开心，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美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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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公布的2015来华留学生数据显示，目
前来华留学生人数已近40万，来自202个国家和地
区，分布在 31 个省份的 811 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他们中既有读学位、搞研
究的，也有定向进修、短期速成的。如此庞大的来
华留学生群体的需求是复杂多样的，单一的课堂语
言教学模式早已不能满足其需要，也不能适应形势
的发展。

伴随着全球汉语热，一方面是我国汉语国际教
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课程内容和教育
形式等跟不上变化。有人以为，设立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招收外国留学生是一个学校档次和开放程度
的体现。所以，有些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学校也争相
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招收留学生。不少来华留
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汉语，其他学习大多靠自己
摸索。毋庸讳言，学习汉语是来华留学的基本目
的，但大多数人来华留学的需求远不止于此。

当然，许多接收留学生的学校在开展汉语教学
之余，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
比如，组织留学生去贫困地区中小学支教、参与环
保方面的社会调查等。但据我了解，旅游仍是最主
要的形式。当然，中国文化与风景名胜关系紧密，
组织留学生旅游无可厚非。但若仅仅停留于旅游
则嫌不够，毕竟旅游只是了解中国的初级阶段。留
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有独到的眼光。如何设计并实
施他们乐于参与、又颇具深度的社会实践活动，是
每一所接收留学生的高校都需要思考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留学生教育事业从无到有、
规模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培养出一
大批对中国充满好感的朋友。在中国综合国力不
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需要更多知华
友华的国际友人。留学生教育应该担负起这个责
任。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来华留学生深入中国社
会，关注中外关系，是落实这一责任的有效途径。

同济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围绕“一带一路”进行
社会调查，既发挥了留学生的语言
优势，又引导他们就中国和自己祖
国的关系进行思考。有深度，有创
意，是一次来华留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的成功尝试，值得肯定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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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关注“一带一路”
程 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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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加“一带一路”社会调查的部分留学生

日前，第三届“喀麦隆好声音”中
文歌曲大赛在雅温得举办，比赛现场气
氛热烈。选手参赛的歌曲既有《最浪漫
的事》《兄弟抱一下》《天路》等颇有技术
难度的经典，也有《红旗飘飘》《北京北
京》等独具特色的曲目，还有《时间都去
哪儿了》《爱什么稀罕》《我们的爱》等近
年来热传的流行歌曲。

据了解，获得冠军的大成是孔子
学院四级班的学生，同时也是喀麦隆
小有名气的歌星。他自弹自唱，并配
以现场情景剧，以一曲《亲爱的小孩》
夺得全场最高分。前段时间，他还和
孔子学院老师合作，创作了一首中法
英3语歌曲《一起来学汉语吧》。

（沈索超）
图为大成 （右） 在比赛中。

中文歌曲唱响喀麦隆中文歌曲唱响喀麦隆中文歌曲唱响喀麦隆

远远听到妈妈洗水果的声音，我走了过去。
妈妈把洗好的水果已经摆在桌子上，只见在紫色
的蓝莓和黄色的香蕉中间，有些鲜艳的草莓。我
拿起一个，尝了一口，甜甜的，可好吃了。

草莓苗很小，可是长得很快。大多数草莓
刚结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过了几天，变成了
白色，再过一阵，变成了粉红色，上面有些小白点儿。到了成熟的时候，
它会变成红色，上面的草莓籽是棕色的。但是有一种草莓叫做菠萝莓，它

长大的时候是白色的，种子却是红色的呢！草莓
小的时候很硬也很酸，一旦变红，就要马上摘下
来吃，不能留得太久，否则它会变软，甚至烂掉。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变成一个草莓，穿
着红袄、戴着绿冠挂在那里。蚯蚓扭着腰爬过来，告诉
我它去过的地方。小鸟飞过来，叼住蚯蚓飞走了。突
然，有一个人走过来，摘了我，准备把我吃掉……

我一下子惊醒了。我是吃草莓的人，不是草莓
呀。 （寄自美国）

草 莓
朱丽涟（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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