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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作为一种儿童喜闻乐见

的文学艺术形式，在启迪心智、教
化情感的同时，还对儿童具有重要
的语言训练功能。反复吟诵中文儿
歌，能帮助儿童矫正汉语发音、正
确把握概念、初步认识事物，并培
养他们中文的连贯力、节奏感和表
达力，训练和发展其中文思维，提
高他们运用中文的能力。

大多数海外华裔儿童往往将
中文学习视为畏途。儿歌内容浅
显，篇幅简短，结构单一，节奏明
快，可诵可唱，而且游戏特征明显，
非常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学习儿
歌，能够有效地化解海外儿童的畏
难情绪，帮助他们提高学中文的兴
趣，树立信心，获得成就感。

中国儿歌资源丰富，取材广
泛，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一
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
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我来
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
五。”“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
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
真可爱。”……几乎每个人的童年
记忆中都有儿歌的痕迹。

由于从小生长在非汉语环境
中，海外华裔儿童记忆中的儿歌
以外国儿歌居多。荷兰丹华文化
教育中心的李卫老师开动脑筋，
将外国儿歌翻译成中文带入汉语课堂，拉近了中文和儿
童的距离，使他们对学中文产生亲切感，效果很好。其
实，很多海外中文教师都尝试着将中文儿歌

带入课堂中，作为绝佳
的 中 文 教 学 辅 助 手 段 ，
让孩子们在游戏的氛围
中快乐地学习中文，值
得肯定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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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学生在表演儿歌

日前，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藤蔓计
划”留学生实习宣讲会暨招聘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
书馆报告厅举行。

“藤蔓计划”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
青年提供在中国企业实习的机会，也为中国在海外项目
投资的可持续性提供人才和技术保证，同时为各国培养
和储备人才。通过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在中国企业实习、
培训的机会，使他们了解中国企业的产品及企业文化，
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进展。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党委书记刘金兰介绍说，多
年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培养了众多国际人才，目前在
校生中就有 1500 余名来自“一带一路”的 65个沿线国
家。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与留学生，2012年，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来华留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2015 年，成立了国内首个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2016年，成立了首个来华留学生“一带一路”发展创新
中心。同时，学校连续3年举办来华留学生实习就业招
聘会。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韩国留学生张道贤非常喜欢的诗句，这也是他从韩国远
赴中国学习的原因。他说：“中国有着伟大的过去与光

明的未来，我需要站在这个平台上才能有更广阔的视
野。而且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从高中来到这里算
起，已经5年了。现在，中国就像我的家一样。”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伊万现在在北京攻读应用经济学

博士，来中国整整 10 年了。谈起来中国的原因，他
说：“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能够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国
家学习是宝贵的机会。通过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能够
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利于学习中国先进的发
展经验。”

因此，伊万十分热衷于中文学习，平日里特别注重
汉字积累。陕西有一种老少皆知的小吃 BiangBiang 面，
Biang字笔画复杂，且在普通字典里没有收录。伊万笑
称：“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学
不会汉语了。”然而伊万还是坚持了下来。他的汉语口
语流利得让面试他的工作人员惊讶不已：“伊万的中文
太棒了，简直堪比中国人。”高水平的中文与英语能

力，再加上应用经济学博士的背景，使他深得
用人单位青睐。金风科技的陈凌坦言，他们公
司十分看重伊万这样的人才：“我们公司希望应
聘者会中文。虽然对于汉语等级没有具体要
求，但至少要达到能够和中国员工正常沟通的
水平，这样工作起来才会配合得顺畅自如。”

北京中关村海淀科技金融创新商户则对应
聘者的中文有着明确要求——必须达到汉语水
平考试 5级。主任助理王云涛解释说：“因为我
们是非营利性组织，也是中关村‘一带一路’
产业促进会的合作伙伴，经常举办政府、银
行、企业之间的对接活动。如果招聘的员工中
文太差，表达能力不行，开展工作时会有很大
的障碍。”

“一带一路”的推进，为广大来华留学生提
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而他们的中文水
平，也将成为其成功应聘的重要加分项。

会汉语者找工作更吃香
韩昊洋 文/图

图为伊万 （左） 在招聘会现场

我教授的班级是《中华字经》快速识字班，学生的年龄
在4～6岁。刚入学时，他们的汉语水平仅限于简单对话。由
于说起中文来比较紧张，他们的神情中总带着些许不安与扭
捏，还有些学生遇到发言时甚至害怕得嚎啕大哭。为了舒缓
他们的情绪，也为了让他们彼此尽快熟悉起来，通常在第一
堂课上，我会给他们讲讲小故事、唱唱儿歌。比如，我会讲
苏子的绘本 《我喜欢上学》，并带领朗读里面的儿歌“学校
同学多，画图又唱歌，老师讲故事，大家笑呵呵”。还会让
孩子们面对面地互相拍着手唱儿歌《找朋友》。

我所教的班级采用两种教材，一本是《中华字经》，另一本
是《中文》。前者的特点是深入，后者的特点是浅出。在教授这
两套风格不一的教材时，儿歌恰如其分地起到了很好的调和
作用。例如，我会在教“认数字”课文时，用儿歌“一二三四五六
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等来训练学生说汉语的节奏和语速；在
教进阶课文“我们绝不开门”时，教大家唱儿歌《小兔乖乖》。在
轻松快乐的氛围里，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学习和掌握了新的中
文知识。而在教授难度较大的《中华字经》时，运用节奏感强、
语言活泼的儿歌，能有效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如“动物”一
课中，有47个带“虫”字旁的生字。我用儿歌《虫虫飞》作为挑字
认读的口诀，“虫虫飞，飞到南山喝露水……”使得孩子们对认
字游戏乐此不疲。

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孩子，学习中文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
没有语言环境，没有中华文化环境。如果海外中文教师在教

学中，适时适当地将一些儿歌引入课堂，将会增加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择儿歌时，也可
洋为中用，找些孩子熟悉的外国儿歌，翻译成中文后拿来使
用。如，荷兰儿歌《Twinkel twinkle kleine ster》，我把它翻
译成中文 《小星星》。尽管歌词不同，但旋律一样，学生唱
起来琅琅上口，很容易引起共鸣。

运用儿歌辅助中文教学，奏响了课堂学习的旋律，增强
了学生的自信心，也提高了学习兴趣，拓展了知识面。这个
方法对于初学汉语阶段的低龄学生尤其有效。（寄自荷兰）

（本文作者系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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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卫

去年暑假，我没有回中国，而是去了德国的
多个旅游景点游玩。在第三周的星期六，我们一
起去了勃兰登堡的热带岛屿游乐园，那是一个很
大的水上游乐园，就像一个巨大的游泳馆。

那天，我们早早地起了床，带上准备好的各
种零食和饮料，坐车出发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
达那里，然后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游乐园。

我们买了票，换好泳衣，终于能进游泳馆的大游泳
池啦。游泳池旁边有一片沙滩，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息、
吃东西、聊天。我从远处已经注意到， 游泳馆里有 3
个极高的滑梯，不少人排着队，等待滑滑梯。我想，有

这么多人排队，滑梯一定很好玩。可是滑梯太高了，要
是突然从滑梯摔出来怎么办？我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弟
弟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拉着我就往前跑。他这是要
带我去哪儿呀？原来弟弟把我拉到了排队滑滑梯的地

方。我们排上队后，弟弟才对我说：“我们
一起滑滑梯吧。”这时，我脑海里马上出现
了“不可能”这3个字。可是为了不让弟弟
扫兴，我还是决定去滑滑梯。“连弟弟都不
怕，作为姐姐，我更应该勇敢地去尝试一
把。”我这样想着。轮到我的时候，尽管特
别害怕，但为了鼓励弟弟，我还是一咬牙

滑了下去。滑下去的速度很快，我感到自己的腿都吓得
发抖，可是滑下去后，看见弟弟开心的样子，我很高
兴，也觉得自己挺棒的。

（寄自德国）

我有一个梦，一个关于足球的梦。因为父母曾经在中
国贵州支教，所以我两岁半就在贵州生活，直到小学毕
业。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

当时，我每天都和朋友们在学校的小操场上踢足球，
有时候，甚至忘记上课，被老师罚站，但我们并不在意。
那时的我们觉得足球就是生命，我们的梦想是能踢进联
赛，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后来我离开了中国，我和朋友们的梦想都没有实现。到
了我现在的年龄，要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就更不可能
了。但我希望在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建一所足球培训学校。
贵州是我长大的地方，也是我心目中的故乡，在那里有家
的感觉。我想尽我所能，给有天赋和兴趣的孩子一个平等

的机会，为中国培养新一代足球运动员。也想给我的那些
热爱足球事业却没有机会的朋友们一份他们真正喜欢的工
作——成为一名足球教练。

我想让所有人知道，足球是充满魅力和技巧性的艺术，
它能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联系到一起。
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是通过踢球认识的。足球不光教会我
们如何去赢，还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失败，如何鼓励别人，如何
尊重他人，如何对待别人的称赞，如何保持谦虚而又充满自
信。这些不仅是一名职
业球员所必需的品质，
也是所有人面对生活
时需要具备的态度。

我的中国梦就是
奉献中国的梦。希望
未 来 的 一 天 ， 在 贵
州，我能够站在亲手
建 起 的 足 球 训 练 基
地，和更多的人分享
我的足球梦。

（本文作者系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
院瑞士籍学员）

和弟弟滑滑梯和弟弟滑滑梯
索菲亚索菲亚 （（1515 岁岁））

我的足球梦
吉伟仁

我的足球梦
吉伟仁

儿歌虽短小儿歌虽短小 作用不简单作用不简单
刘 菲 韩昊洋

图为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的学生在做儿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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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的学生在表演儿歌图为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的学生在表演儿歌

图为吉伟仁近影

3 月 21 日是世界儿歌日。《两只老虎》《新年好》
《小兔子乖乖》 等熟悉的儿歌耳熟能详，流传广泛。
形式简短押韵，内容生动有趣的儿歌是寓教于乐的良
好载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歌在海外中文教学中
也发挥着独到的作用。

儿歌形象生动 符合儿童认知

儿歌是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具有民歌风
味的简诗歌，内容上多反映儿童生活情趣，传播生活
知识，词句音韵流畅，易于上口，节奏轻快。中国儿
童学习儿歌往往从词语开始，然后学习词组和句子。
在学习儿歌的过程中，形成概念和思维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李明洁说，从认知
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儿歌中有很多与成人话语不同的
表达方式和想象构型，有的听起来可能有些莫名其
妙，但这是儿童“旧逻辑”认知特点的表征。这样的
儿歌对于儿童语言心理的认同和彰显，能帮助孩子自
然平和地过渡发展到成人话语的时期。

在海外中文教学中，儿歌同样发挥作用。丹麦华
人总会中文学校教师兼副校长俞露介绍说，她教的是
平均年龄在5-6岁的汉语零起点儿童班。这些孩子虽
为华裔，但出生在丹麦，母语为丹麦语。在教学中，
她以儿歌为切入点，要求学生每周背诵一首儿歌，在
课堂上给儿歌配上简单动作，让学生边吟诵儿歌边表
演。每年考试时都加入儿歌内容。几年下来，每个学
生都能背十几首甚至几十首儿歌。

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学前班教师王桢孜认
为，儿歌在海外中文教学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
用。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教孩子们儿歌 《你拍一，
我拍一》。她说，这首儿歌押韵、轻快，加上拍手动
作，游戏感十足，让孩子们觉得学习好似玩耍，一下
子就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学起来特别快。在中国节
日的演出中，孩子们还登台表演了一番呢。

葡萄牙布拉加市的萨拉在当地孔子学院学习中
文，今年刚满 10岁的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她表示，
自己很喜欢中文儿歌，也乐于通过儿歌学习汉语。有旋
律的帮助，可以使她把学到的汉语知识记得更牢靠。

儿歌朗朗上口 锻炼语言表达

张彩娟在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
师志愿者。她说：“儿童记忆力好，模仿力强，辨音

能力好，受母语的干扰相对较
少，发音准确性高于成年人。所
以我会根据当地儿童的特点调整
教学，选取简单易学的儿歌训练
他们的中文发音。”比如，在学
习关于动物的中文词语时，我改
编了儿歌 《两只老虎》，代入所
学的其他动物名称，学生反响很
好。学生在学了完整的儿歌后，
回家后乐于在父母或朋友面前展
示。这样一来，他们更喜欢学汉
语、也更有成就感了。这种以儿
歌带动汉语学习的方式既帮助学
生记忆所学内容，也使得整个课
堂气氛十分活跃。

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林晓蓓的教学
对象是大学生。但她也采取教唱儿歌的方式帮助学生
学习汉语。林晓蓓说：“因为印尼的语言体系里没有
汉语的四声，所以学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音方面的
问题。但我发现，我教授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很喜欢唱
歌，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我决定让他们通过唱中文
儿歌练习中文发音，感受汉语的声调。在 《找朋友》

《数鸭子》 这些经典儿歌中就有一些他们易混淆的语
音语调。所以，学习这些儿歌对于学生是很好的发音
训练，效果不错。”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副教授陈默也认为，
可以适当地将儿歌引入成人汉语教学中。他说，儿歌
中存在着十分有趣的民间语言游戏形式，很适合作为
外国汉语学习者的学汉语材料。例如绕口令，它是将
双声、叠韵词汇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集中在一
起，形成读起来绕口但又妙趣横生的一种语言形式。
练习绕口令，既可以使学习者吐字清晰、减少外语口
音；又会增强学习者的大脑反应灵活度；还能增加汉
语学习的趣味性，减少学习焦虑和倦怠感。

儿歌教化情感 形成中文思维

儿歌教学是海外中文教学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
不仅对于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也是教化情感，让学
生逐渐形成中文思维的有效手段。美国波特兰彩虹桥
中文学校的刘亚非老师是一位有着20多年海外中文执
教经验的优秀教师。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独特做法。

首先是自编儿歌，用其进行课堂管理。她说，自编儿
歌在我们学校的课堂常规训练和课堂管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如，老师说“ 一，二，三三，四”；学生就
会齐声接“五，六，七七，八 ”。老师用儿歌开头，
学生用儿歌作答。只要听到这个儿歌口令，孩子们不
仅马上安静下来，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老师这里了。

“多年来，这首自编的儿歌指令一直在使用，非常奏
效。一些已经上了高中、大学的学生回来看我时，仍
然不忘遵守这个指令。”刘亚非笑着说。

其次是鼓励学生创作儿歌。虽然有时不太押韵、
顺口，但她总是给予鼓励和表扬。孩子们热情高涨、
信心满满地用中文编写串联起简单的字词句，不仅训
练了中文写作，也训练了中文思维。从儿歌到散文、
小作文，随着中文写作水平的一步步提高，学生的中
文思维习惯也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