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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从
2014 年 9 月 22 日我来到中国，就真实地体会到
了这句中国古语带来的温暖。

我叫柯澜贝，是一个普通的巴基斯坦女
孩。说到我学汉语的经历，其实还挺有意思
的。对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铁哥们”关系，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爷爷和爸爸经常给我讲中
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帮助，这让我从小就对中国
有莫名的好感。

我的表哥先进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每次
放假回家都对我讲中国话，告诉我中国的故
事。虽然当时听不懂，但是我已经对汉语产生
了浓厚兴趣。从那时起，我就立志：我要学汉
语，我要去中国！一开始我的家人都不赞成这
个想法，然而看到我态度如此坚定，他们最终
同意了。

我在巴基斯坦大学认真地完成了留学中国
的筹备工作。1年之后，我来到了朝思暮想的中
国。来这儿以后，我才发觉现代的中国和我想
象的完全不同。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仍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公共设施不太完善，人民
生活质量也不是很高，但是现实却截然相反。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年轻人朝气蓬勃，老年人颐养天年。看到这样
的北京、这样的中国，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
巨大发展，心里萌生出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
学好汉语，为巴基斯坦与中国的交流发展作贡
献。

中国的老师和同学给了我悉心的照顾，让
远在异乡的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还交了很
多中国朋友，我们真诚友好地相处，建立起了
深厚的情谊。将来不管到哪里，我都会把这些
珍贵的友情延续下去。回到家乡，我要告诉家
乡的每位亲人和朋友：我爱中国，爱它美丽的
风景、灿烂的文化和善良热情的人民。

我经常听说“中国梦”这个词。通过了
解， 我知道“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
国在追求自身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同时，也积极
促进世界和平以及各国人民的幸福。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
的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把世界和中国连接起来，也是
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重要纽带！可以说，“一
带一路”倡议正为巴基斯坦带来新的机会和希
望。

在当今形势下，我相信：中巴友谊会有更
深入的发展。我想将来用我的中文特长来服务
巴中两国，服务巴中人民。我想成为巴中友谊
的使者。我爱巴基斯坦，我爱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汉语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世界范
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精通汉语、了解中国国情、熟
悉中华文化，成了青年就业时的一块“敲门砖”，且优势越发明显。从这个意义上
讲，加快汉语走向世界，也是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体现。

未来中国越发展，国际社会对汉语这个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因此，应该
进一步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加快汉语走向世界，不断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的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持续搭建推广传播平台。孔子学院是目前在海外教授汉语、传播中
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140个国家和地
区已经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尽管推进速度较快，但仍无法
有效满足各国民众学习汉语的需求。因此，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要一手抓好现
有孔子学院的质量建设；另一手抓好新的孔子学院的布点工作，持续搭建汉语国
际推广的平台，不断优化孔子学院的布局。

其次，要支持华文学校发展建设。由华侨华人自行创办的华文学校 （或称中
文学校） 长期肩负着在海外传播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使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世界各地有各类华文学校近2万所。它们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学制比较完备，基
本涵盖了从幼稚园到中学这个学习语言文化的“黄金期”，具备基础性、系统性、
综合性的独特优势，是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因此，进一步加大对海外
华文学校的支持力度非常必要，在教材编写、教师培养培训、学生文化体验活
动、学校管理建设等各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使各类华文学校逐步迈入规范
化发展轨道。

第三，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加快汉语走向世界，自然离不开政府层面
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以吸引社会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此外，对外开展相关合作时，也可尝试更多地吸引当地社
会力量参与其中，充分调动需求方的资源和力量，让需求转化为行动，变被动式
的“等靠要”为主动参与供给。

最后，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
性工程，而语言又是打开心灵沟通之门的“金钥匙”。因此，加强沿线国家的汉语
国际推广工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
推进，中国同沿线各国互利合作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
平。在这股建设高潮中，精通当地语言和汉语，熟悉当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语
人才，势必更加“吃香”和“抢手”。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着中华语言文化的广为传播。因此 ，我们要努
力向国际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让汉语和中华文化成为增进中外人民友好的

“连心桥”，成为各国民众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幸福桥”。

本报电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共同举办的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第八届国际文化节日前开幕。
本届文化节以“丝路上的青春使者”为主
题，号召青年学子为世界各国互学互鉴贡
献力量。来自斐济、格鲁吉亚、老挝等6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受邀参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表示，
国际文化节是中外学生交流的盛会，是世
界各国、各地区民间组织增进理解、共商合
作的平台，已成为彰显贸大国际化办学特
色的一张名片。2015年成立的中国大学生

“一带一路”协同发展行动中心，以青年行
动、青年交流、青年研究为核心，全方位助
力“‘一带一路’青年行动”。希望以本届国
际文化节为契机，为贸大中外学子搭建一
个互学互鉴、友好交流的平台。

大使心愿单是本届国际文化节的新亮

点。受邀参加文化节的大使提前写下心
愿，由专人整理成心愿单并在开幕式公
布。不同国籍，同一愿望，包含着各国合
作共赢的美好愿景。

今年的国际文化节设有“重走丝绸
路”“纵览世界情”“魅力中国风”三大展
区，共计 67 个国家和地区展台。其中，

“重走丝绸路”共有 37个展台，该展区别
出心裁地按照古丝绸之路的足迹排布国家
顺序，串联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
区。

贸大教授和学生代表还与28国驻华使
节共进下午茶，让这个文化节显得与众不
同。大家就“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沿线
各国的合作共赢展开交流对话，就中国青
年形象、各国主流媒体与媒介、国家创业
环境展开讨论。

（杨 文）

从前，有个农民叫小优，他非常不喜欢干
活儿。他妈妈一走，他就跑到一棵树下休息。
在小优脑袋顶上的树枝上，一只胖乌鸦正在休
息。突然，乌鸦嘴里叼着的木头落在了小优头
上。小优很不高兴，大声喊道：“你个大笨鸟！
你太胖了。”乌鸦生气了，转身就要飞走。可是
它太胖了，飞不起来，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
当场就摔死了。小优捡起乌鸦拿回了家。他在
想：“我没用一点儿力气，还得到了一只乌鸦！明
天我再去树下等乌鸦。”第二天，小优在树下等来
等去，却是一只乌鸦也没有等来。小优只好垂头
丧气地走回家。

（寄自美国）

让汉语走向世界
陈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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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文化节拉开帷幕

笔画简单 不可小瞧

温佩素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家庭，她的父母为了使女儿
尽早地接触、感受中华文化，从小便把她送到当地的华校学习。据温
佩素介绍，她进学校最开始接触的教学内容就包含汉字的笔画与笔
顺。这门课在华校的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中都是作为基础课来教
的。在课堂上，老师会先让学生读课文，然后选几个生字，接着在黑
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给学生看。课下也会布置作业用以练习。“平时书
写汉字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笔顺，比如在我的笔记上就记着：九（第
一笔是撇，而不是横折钩）、为（第一笔是点，而不是横竖钩）、长（第
一笔是撇，而不是横）。课下我还会找辅助教学的网站，里面的内容
不仅会逐一列出笔画顺序，而且配合动画演示教我们一笔一画写汉
字。在我看来，学习笔画和笔顺并不难，如果把基础学好，了解了规
律就很容易上手。”温佩素说。

来自日本的爱甲悦子正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留学，她认为笔画
和笔顺对日本人来说不算困难：“日本一般的小学都会教授笔画与
笔顺，而且如果你的笔顺有错，老师会立即矫正。和式汉字与中国汉
字相仿，来到中国很快就能适应，所以笔画与笔顺并没有太大问题。
更多容易混淆的是和式汉字与中文汉字的细小差别。比如中文‘效
率’，日语‘効率’，‘效’和‘効’挺像的。”

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张宝城任教多年，具有丰富的对外汉语
教学经验。在他看来，外国汉语学习者规范汉字笔画与笔顺对于
学习中文大有裨益。“汉字从形成到现在，几千年的筛选淘汰，能
留传下来的，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汉字是由点、横、竖、撇、捺
等这些笔画组成的。这些笔画虽然简单，却不可小瞧。它能合成
汉字，表达细腻丰富的情感，描绘千变万化的世界，所以要学好
写好。有些人对汉字和汉字笔画认识不足，认为是‘胡乱堆凑而
成’，其实不然。可以说，如果对每个汉字寻根溯源，每个笔画都
有出处，这当中就决定了汉字的形、义关系。这也是汉字不同于
其他文字的根本，所以学笔画与笔顺的意义就显得重要了。”

外国学生写汉字易“倒插笔”

蒙古国育才中文学校三年级教师李娜告诉笔者：“因为蒙古国
的文字是从下往上写，所以当地学生写汉字也会有这样的习惯，
比如说写‘口’字，就会从下往上画一个圈，他们写汉字更像是
在画画。另外他们在记笔画时也容易出错，比如说横折钩这个笔
画，他们会分开读‘横、竖、钩’。”

在李娜任教的学校，一年级学生在接受完拼音的训练后会开
始接触汉字的笔画。从最简单的“横、折、竖”开始，每天教授
两个笔画，循序渐进。等学生接触到了汉字，教师会将每一个字
的笔顺写在黑板上，并要求学生做笔记。“等学生到了三年级，就
不会再教授笔画与笔顺。但是老师会在课上提问学生，要求将某
个字的笔画、笔顺分析一遍，讲明白这个字是由什么笔画构成，
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李娜说。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施正宇认为，以拼音文字
为母语文字的外国学生初学汉字时，从书写过程看，会经常出现

“倒插笔”的现象。“从书写结果看，其错误往往具有不可描述的
非理性特点。”在施教授看来，这其中的原因有3个：

一是与拼音文字比起来，笔画的数量相对庞杂，现代汉字的笔
画共有36个，且同一笔画在不同汉字的不同位置上写法不同。例如
笔画中的“点”，在“冫”“氵”“灬”“小”以及“州”等偏旁和汉字中，

“点”的写法都有所不同；又比如木字旁，在“林”“森”“茶”“李”“架”
等字中，出现的位置不同，写法也不同。

二是从书写顺序看，拼音文字通常是一个从左到右 （如拉丁
字母） 或从右到左 （如阿拉伯字母） 的线性序列，而汉字则是一
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平面序列。凡此种种，都增加了汉字学
习的记忆负担和书写难度，造成各种书写偏误。

三是笔画只有其形，不带有任何音、义信息，也因此笔画、
笔顺的书写和教学带有一定的机械性，不仅学生学起来容易觉得
枯燥，老师教起来也会觉得有难度。

怎样教让学生觉得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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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周教课之前，她都会准备自制的练习卡——在方方正正的田字格上
面印着拆解了笔画组合的汉字，在课堂上把这些练习卡分发给学
生。课下批改时，会给描摹得好的作品印上奖励的小红章。

“这边的学生不太注意笔画与笔顺，于是我就想到了自制练习
卡配合教材的办法，让学生多多练习。这些日子以来，练习卡确实有
成效，学生下笔越来越熟练，笔画与笔顺的问题也在减少，渐渐养成
良好的汉字书写习惯。”张彩娟说。

张宝城认为，笔画教学中也存在着“怎样教”的问题。“怎样教
才能让学生觉得‘不枯燥、记得牢’”，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也做
了一些尝试。“如‘集中教、分散教，形意结合教’等。比如在教‘点、
横、撇、捺 ’时，我先把旧时候的衣服图片展示给大家，并据此画出
衣服的简约图，再引出篆书的‘衣’字，最后用彩色粉笔对应地一笔
一笔写出楷书‘衣’字。这让留学生一下明白了‘衣’字为什么这样
写，调动了他们的兴趣。这时再给他们讲为什么有‘撇、捺’的笔画，
然后再给‘衣’字‘动手术’，把它拆成‘点、横、撇、捺’，之后补充‘竖
钩’，再让他们练习写笔画，学生兴致盎然，自然也就记得扎实。”

施正宇提醒广大汉语学习者与对外汉语教师：“书写汉字时，首
先要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几何原则。
随着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完善，人们在书写过程中，都会自觉不
自觉地将点线拉直拉近。拉直拉近意味着省时，这一点在从小篆到
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二是向心原则，向心书写
意味着省力，所以，无论是汉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其起笔都是在左、
在上，落笔在右、在下，从左上到右下，这是向心书写的基本方向，也
是最为省力的写法。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讲清楚省时、省力的道理，
学生就会有意识地遵守汉字的书写规则，减少或杜绝从下、从右起
笔，在左、在上落笔的现象。”

柯澜贝近影

文
化
节
现
场

杨
智
清
摄

笔画、笔
顺教学是汉字
教学的起点，
对母语文字为
拼音文字的外
国学生而言，
这个起点多少
有 些 令 人 头
疼。但学习正
确的笔画笔顺
不但有助于记
忆汉字，更有
助 于 了 解 汉
字 、 写 好 汉
字。

温佩素在练习汉字笔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