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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很久了吧？
很多人觉得朗读属于学生时代或者一小部
分人。不，其实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不
久前，央视推出一档文化节目 《朗读者》。
每期节目以一个主题词作为核心线索，嘉
宾围绕主题词分享人生故事，朗读一段曾
经打动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文字。

朗读一直被认为是语言学习入门阶段
的必要训练内容。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朗
读则不仅在入门阶段，而且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外国汉语学
习者来讲，朗诵训练对他们有哪些帮助？
说汉语的难点有哪些？什么才是正确的朗
诵方式？

朗读培养语感
诵念把握韵律

通常来说，语言学习包括听说读写 4
个方面，从中可见，说和读一直是语言学
习的重要内容。而针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与
教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其实大多都
起源于语文学，或者叫文献语言学，那个
时候最主要的语言学习训练就是“读”，这
个“读”既包括无声的阅读，也包括有声
的朗读、诵读。

那么，什么是朗读呢？朗读是一项口
头语言的艺术，是运用普通话把书面语言
清晰、响亮、富有感情地读出来，变文字
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朗读需要创造性地
还原语气，使无声的书面语言变成活生生
的、有声的口头语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
师孟德宏认为，朗读的益处首先在于帮助
朗读者形成语感。语感能力的培养涉及词
义的理解、词语的选择、句子的规范和变

化、语言色彩、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用
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有效“输入”的量变
会导致最终的质变；其次朗读可以大大促
进对第二语言话语节奏和韵律的掌握，能
够提升相似度，加快第二语言学习者从母
语韵律特征向目的语韵律特征的转变。

来自日本的爱甲悦子现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留学，她很惊喜养成朗读中文文章
的习惯给自身带来的改变：“我刚来到北京
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外国留学生安排了精
读课，课上老师带领我们朗读一些经典的
现代汉语作品，这使我的中文水平得到了
提升。比方说，一直困扰着我的汉语四声
声调发音在朗读的过程中慢慢变得标准
了；词汇量的增加也非常明显；说中文时
的表达形式也更加丰富了。”

生词不好把握
情感难以捉摸

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所熟悉的语
言文字，是由固定数量的字母合成的词
语，而汉语却是表意文字，由众多偏旁部
首变换组合，汇聚成了浩如烟海的汉字。
所以数量繁多的生词成了外国汉语学习者
朗读文章的拦路虎。而且中国文章讲求含
蓄内敛，字词表达微妙多义，情感的表现
也有别于西方。如果外国汉语学习者无法
体会文章作者汇入文中的情感，也就无从
在朗读时运用声调的起伏变化来把握文章
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木兰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的一
名罗马尼亚留学生，来北京已经 3 年了。
她学习中文有个习惯，就是在接触一篇文
章前先要朗读一遍。木兰说：“对于我来
讲，不张口念出来是很难理解文章的，尤

其碰到通篇都是人物对话的文章就更头
痛。因为中国人在情感方面的表达与外国
人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所以每次朗读中文
文章都可以使我在完善自身的发音尤其是
声调的同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是如
何表述他们的情感的。”

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戴逸文学习中文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平日与人的沟通对
话已经没有多少障碍，但她发觉自己的中
文声调不准，虽然说起中文来对方能够理
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多少会有种别扭
的感觉。另外，生词的问题也时常困扰
她，像“了解”与“理解”、“商量”与

“讨论”等近义词，常常辨析不清其中的差
别。对此，喜爱中国文化的戴逸文有自己
的学习之道，她将 《花千骨》《克拉恋
人》《千金女贼》这些中国时兴的影视作品
一集不落地看下来。为了使自己的中文水
平更进一步，在追剧的同时，戴逸文喜欢
大声地朗读剧中人物的台词，模仿她们的
语气、语调，留意台词里的停顿和情感变
化。

课上跟紧老师
课后找好范本

事实上，有经验的对外汉语教师也会
在课堂教学中加入朗读环节，根据课文的
不同，采取领读、点读、齐读、分角色朗
读等多种形式。为提升外国留学生的朗读
水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举办“我声我
秀”活动，鼓励留学生通过朗诵诗歌、戏
剧表演、主题演讲、电影配音等多种方
式，全面参与朗读。这个活动效果良好，
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泰国罗勇中学孔子课堂教师赵志肖介

绍说，在教授外国汉语学习者口语的过程
中，她最看重的就是发音、停顿与情感。

她结合自己的海外汉语教学实践说，
泰国的汉语学习者往往很难把握汉字中许
多声母的发音，因为在泰语的语言系统里
是没有近似发音的。所以在学生朗读中文
文章时，发音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
其次就是把握不好朗读节奏。大部分学生
会把标点符号作为停顿的依据，而缺少由
句子成分判断停顿的意识。所以教师会带
领学生将句子分段做好相应的标记，再进
行朗读训练。

在掌握了文章中出现的全部生字后，
再进一步引导学生体悟字句间所蕴含的情
感。教师多会借助图片、音乐、实物、多
媒体等教学手段讲解课文，以弥补学生因
缺少直接经验而不能体会文章情感的短
板，增加其间接经验。

谈起外国汉语学习者在课外的自习朗
诵，孟德宏说：“学生在自主朗读的时候最
好有范本，现在很多中文网站都有听书服
务，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朗读练习，尤
其是要认真模仿，这对矫正外国汉语学习
者的语音语调节奏很有帮助。对外国汉语
学习者来说，最好挑选那些经典的现代汉
语作品，如散文、小品文、精致短小的诗
歌等来进行朗读练习。我经常向学生推荐

《读者》杂志上刊登的一些文章，因为这些
文章难度和篇幅适中，涉及面广，情感丰
富。朗读这些文章，既能练习中文，也能
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可谓一举两得。”

海外游子除了怀念遥远家乡的美食外，就是希望
听到包含浓郁情感的乡音了。都说“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这老乡情谊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就在
于见面时那亲切的家乡话。

时光飞逝。我来到西班牙已经 20 多年了。虽然
远离家乡温州，但在地球的另一边，却时常能听到熟
悉的家乡话。在马德里的唐人街，在华人批发区中
心，家乡话更是无处不在。

说起乡音，有两件事令我记忆深刻。
我有一个开批发店的老乡。一天上午，他因为要

去银行办事，就让刚从中国来的妈妈帮着看店。朋友
刚走，电话响了，对方是一位西班牙客人。朋友的妈
妈只听懂对方说儿子的名字，她不会西班牙语，就用
温州话说：“闹兹嗒 （不在）。”巧的是，这句话的谐
音正是西班牙语“NO ESTá （不在） ”。对方以为
听到后，说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之后，那位西
班牙客人给我的朋友打手机说：“我刚才打电话到店

里，你的同事说你不在。”我的朋友感到很纳闷，店里
只有妈妈在，而妈妈不会说西语呀。回去一问才知道，
原来妈妈说的那句被西班牙朋友听懂的“西班牙语”，
竟是一句典型的温州话。

还有一件有点难堪的小事。一次，我正在一个老
乡开的店里聊天，突然进来一个黑人，警觉的朋友习
惯性地用温州话对店员说：“漏叁，改兹懈涛！（小心
小偷） ”话音刚落，那个黑人幽默地用温州话回答
道：“歪蒙讲哦！（别瞎说） ”我们顿时愣住了，闹了
个大红脸，尴尬极了。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在南欧大
陆的一个角落说家乡话，居然会被一个外国人听懂，
看来，这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小了。

常听外地的朋友说，温州话听上去像日语。而我
来到西班牙后却发现，温州话的发音更接近西班牙语
音，这也算是我在马德里开办语言学校 10 年中一份
独特的感悟。

我的一位同事是资深西语老师，从事西语教学20
多年。她时常会竖着拇指对我说：“温州人学西语又
快又好！”每每听到同事的夸奖，我都会涌起一丝窃
喜，也从心底里感谢自己的家乡话。

记得在老家时，总觉得温州话不好听。然而，当
远离故乡多年之后，渐渐地，我对家乡话愈发怀念。

身处网络时代，特别是有了微信后，我可以每天
在微信里与 80 多岁高龄的父母用家乡话痛快地聊上
一阵，非常开心。

当马德里的朝阳升起时，正好是中国的中午。我
一打开微信，就能听到父亲爽朗的乡音：“我和你妈
妈已经吃好午饭了。”“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在看电
视。知道你忙，照顾好自己！”

听着这熟悉的乡音，让我想到儿时父母的教诲和
暖暖的爱意，也让我对故土有了更深的眷恋。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只要乡音
在，情感的魂魄就在。

岁月可以让人慢慢老去，但烙在心里的乡音却愈
发清晰。因为它既是你出生的印记，也是你终生难忘
的祖籍国的文化之根。

（本文作者系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校长、
西班牙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协会会长）

到国外留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很多变化，尤甚是生活变得更自
由。但在自由的同时，既有快乐，
也有痛苦。有时遇到难事，真不知
该怎么办，感到没有人理解自己的
心情，会倍感孤独和想家。

18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
家，开始享受自由的大学生活。每
个星期我都会有点勉强地给父母打
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一周生活的
情况。父母也会告诉我家里有什么
事情发生，例如工作怎么样、妹妹
有没有给他们惹麻烦等。我和父母
的关系谈不上密切，但也不坏，只
是我们之间从来不说一些亲密的
话，也不谈我的私事。我周围的大
多数朋友的情况跟我差不多。

2016 年 9 月 ， 我 来 到 中 国 留
学。在学习中，我发现一些中文课
文的内容是在讲父母如何地爱孩
子。我感到很奇怪，在德国根本没
看过这样内容的课文。我由此得出
结论：这一定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我很快交上了中国朋友——一
个漂亮的湖南女孩。她经常帮我学
习中文。一天，她邀请我去她刚搬
的新家做客。那天，她的母亲也
在，她是特意从湖南来北京看望女
儿的。她精心地给我们准备了很多
水果和好吃的中国菜。可以看出，
她非常关心她的女儿。因为来中国
留学而远离父母，所以看到这位妈

妈那么照顾她的女儿时，我很感
动，同时也有点难过地想起自己的
妈妈来。这半天过得很愉快，晚上
我真舍不得回到我那安静的宿舍
去。离开的时候，朋友的妈妈请我
下个星期再来玩，她说会给我做好
吃的湖南菜。回到宿舍，我想起了
在德国时妈妈给我做的好吃的德国
菜。哎呀！我真想我的家人了！

第二天，我给父母打了电话。
先讲了我朋友的妈妈对她女儿和我
的关心，接着我对他们说：“爸爸妈
妈，我现在很想你们！”他们也有些
声音发颤地回答道：“我们也想你
了！你在中国好吗？我们有点儿担
心！”这是我跟父母第一次彼此发自
内心地说出心里的感受，第一次说
这么亲密的话。

我想起学过的一句中国古话“儿
行千里母担忧”，看来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是一样地爱着自己孩子。在德国时
我并不懂这个道理，但在遥远的异国
他乡——中国，我才知道父母有多么
爱我，而亲人之间表达彼此内心的真
实感受是多么重要。

我们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海外学
子，应该常跟父母联系，表达一下我
们对父母的遥远的思念之情。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德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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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助你提高中文水平
韩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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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个人都或多
或少地接触过朗读。小
学时，老师带领我们朗
读课文，所谓“书声琅
琅”；自己写下了得意之
作 ， 也 会 拿 来 朗 读 一
番；前人的诗词名篇更
是朗读的绝佳内容。童
年时，孙敬修爷爷讲故
事 的 声 音 至 今 犹 在 耳
边，可见朗读的魅力是
那么隽永持久。

可能学过外语的人
都有这样的体会，阅读
时往往不是默读，会在
不知不觉中念出声来，
也就是朗读。这是因为
对于非母语，我们除了
需要视觉刺激之外，还
需要听觉刺激来帮助理
解。对于外国汉语学习
者来说，利用朗读提升中国语文水平，理解
文章的含义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利用好朗读这个手
段，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同时也能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课文、古诗词、报纸上的美
文，电视剧、电影中的精彩人物对白……朗
读的内容很多很广，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
兴趣和中文水平，有针对性地选取。

德国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她
将朗读带入课堂，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令
她惊喜。具体做法是，先选取一篇能吸引孩子
的中国童话，把不同角色分给学生分头准备，
然后在课堂上串起来整体朗读。不少孩子为了
了解故事的含义，已经通篇读过童话，所以，课
堂上如果有人接不上，其他人就大声读出相应
内容进行提醒。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热情
高，在不知不觉间既练习了汉语的发音、节奏，
又感受到汉语语感。

学中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要善于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发掘
一切有效的形式以
帮助和促进学习。
朗 读 即 是 其 中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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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是游子的文化之根
黄小捷

乡音是游子的文化之根
黄小捷

本报电（记者刘菲） 近日，第十七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
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本次比赛共收到来自 42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外来稿 1.2 万余份，有 300 多所海外华文学校组织学生
参赛。其中有一等奖285份，二等奖398份，三等奖918份。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是在已故著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
韩作黎的倡导下设立的一项公益性作文比赛。其目的是让海
外少年儿童从小亲近、学习和使用祖籍国的语言文字，并通
过中文了解中华文化。近 20年来，该项赛事始终坚持公益

性质，影响力不断扩
大。它鼓励着众多海外
华裔子弟拿起笔，用中
文书写文章，表达情
感。

据悉，第十八届华
人少年作文比赛同时启
动。作文题目有两个：

《我的好朋友》 和 《我
最喜欢的一篇文章》。

要求用中文书写，字数不限，严禁抄袭。可个人来稿，也可
以学校、文学社团、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集体来稿。本着自
愿的原则，每位学生限投一份稿件。截稿日期是 2017年 10
月31日。

投稿电子邮箱：huarenshaonian@aliyun.com
联系电话：010-67160848 010-67126469

遥远的思念
郝莉娜

第十七届华人少年第十七届华人少年

作文比赛结束作文比赛结束

美国丹佛孔子课堂学生托尼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辅导师。他坚持学习汉字书法8年多，钟
爱汉字的“春”字。他说，汉字的“春”最早的写法是3个“草”字和1个“日”字，小草在春天的阳光下
重新发芽，象征着生命的力量。我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了思辨哲理，体会到了书法的魅力。

图为托尼在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屠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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