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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参加过沉浸式汉语训练，甚至在中国生活过三
五年的汉语学习者来说，能说地地道道京腔京韵的普通话
真的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汉语课堂上出现了这么一
位学生，已经够让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师头疼的了。如果课
堂上全都是这样的学习者，那景象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就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珞德国际关
系研究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暑期汉语强化项目中，所有
的学员全都有很好的汉语基础。他们所关心和专注的问
题，早已超越了汉语语言本身。有时候，他们把老师问得
一愣一愣的。所以，跟这样的学员在一起，对于教学者来
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上周我们讲到《共享经济在中美两国的发展》，其中有
这样一个句子：“共享经济给传统经济模式带来了新的冲
击。”课文里对“冲击”的解释是“A事物对B事物产生的
干扰和打击”。这是个一般性的词汇，并不是专业词汇，本
来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我们的学员却跳出了课
文的语境而对“冲”这个构词语素直接进行提问：“冲好像
跟水有关系。这个冲击我能理解。就是像发洪水一样，把
对水流造成阻碍的东西带走了，对吧？”我点点头说：“理
解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这名学员接着问道：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冲咖啡用这个冲，冲厕所
也用这个冲？我觉得这两种水，真的不是一样的水啊！这
是为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讲到 《中国的老龄化与少子化》 这篇
课文，有一个学员对“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面临老龄化和少
子化”这句话提出了疑问：“这里的句子也可以说成‘所有
的家庭不都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对吧？我的问题是，所
有家庭不都面临这个问题，和所有家庭都不面临这个问
题，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无论是“冲咖啡”还是“冲厕所”，无论是“都不”还
是“不都”，这些貌似是关于词汇和语法的问题，其实跟语
言使用者的思维有着深深的联系。对于汉语强化训练中的
学习者而言，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母语与汉语之间表层化的
语言差异背后所隐藏着的这种思维差异。汉语思维中二元
对立而统一的思维认知特征在词汇引申过程中的体现，汉
语思维中以空间知识为基础的范围观念在汉语句法词序层
面的反映，最终都会表象化为汉语的语言呈现。所以，我
们课堂上遇到的这些“小”问题，其实都是“大”问题。
如果没有对语言背后思维逻辑的深刻认识，恐怕真的很难
回答好这些问题呢。

自称“文字转换器”

吴子嫣自小在英国和新加坡长大，父
母亲从香港移民到英国，因此她一直都是
用粤语跟家人沟通。吴子嫣曾有一段时间
正式学习中文，那是在她小学的时候，他
们举家搬到新加坡居住，她就在学校里学
习汉语普通话。通过学习，吴子嫣掌握了
中文的读、写、听、说，但她笑言自己中
文水平还未达到“母语”的程度。

“我可以轻松地用中文与人对话，但有
时候很难具体向人表达清楚细节。”吴子嫣
说。她会把握机会使用中文，例如用中文
跟家人和华裔朋友交流，以及到使用中文
的地区旅游时，用中文与当地人沟通。

“众所周知，中文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
语言之一。”吴子嫣笑说。即便如此，她在
外国的英语环境下仍然努力学习中文。她
以“文字转换器”（code-switcher） 自称，
她的中文发音不但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而
变得不标准，反而能够模仿不同地区的中
文口音。加上一张中国人的脸，一般人很
难发现她是在外国生活的“华裔二代”。吴
子嫣曾到台湾旅行，因为一口流利的汉语
普通话她被误认为是当地人。吴子嫣也曾
到北京一家非盈利机构实习两个月，此时
她能说出一口北方腔的普通话，又被误认
为是当地人。

带口音的中文

跟吴子嫣相似，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
的韩芷莹也是在家里学习中文。她坦言打

从襁褓里直到长大后，父母都用中文与她
沟通。由于父母是广州人，韩芷莹会讲粤
语，她也会用粤语跟祖父祖母沟通。

对于韩芷莹而言，口音成为她学习中
文的一大难关。粤语共有 9 个声调，而普
通话只有 4 个声调，相互转换并不容易。
现实中，英文则是韩芷莹最常使用的语
言，她的家人和朋友有时会告诉她，她的
中文带有英语口音。有时候韩芷莹也发现
自己讲中文会不自觉地使用英语语法，她
意识到后会立刻纠正过来。

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

据相关数据显示，以前在国外，不少
华侨华人总担心孩子的英文不够好，时刻
让孩子学英文。但是在 2000年后家长们越
来越支持孩子学中文。有专家表示，对

“华二代”来说，学习中文，家长的引导作
用不可忽视，唯有让孩子认识到中文背后
的文化魅力，才能让他们找到兴趣，进而
才有学习的动力。

吴子嫣和韩芷莹都认为，学习中文
让她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吴子
嫣坦言中文就是自己的文化，因此身在
海外也要学习中文。她觉得中文是一种
奇妙的语言，在中文里有很多表达都充
满着诙谐色彩，假如自己不懂得中文，
需要由别人来翻译，那就无法体会中文
里的幽默。

韩芷莹则认为语言能够体现文化的精
妙之处，特别是通过文法、语源、字词的
引伸意义等可以感受这种精妙。随着中国
的发展，吴子嫣和韩芷莹都认同掌握中文
绝对是一大优势，而曾在北京实习的韩子
嫣更表明自己想到中国工作和发展。

日前，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举办了大学生传统文化体验活
动。来自英国、新加坡、希腊等国家及香港地区的20余名大学生与北京高校学生共
同参与该活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并参观科技企业。

活动期间，来自各国及香港地区的青年赴“北京文化新地标”——北京坊建筑
群及大栅栏等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毛猴”的制作工
艺。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展开创新创业交流竞赛，并就比赛
题目进行了现场路演。

参加活动的马吉正在北京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的
中文是自学的，并没有上过中文课。我觉得学会一种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当地人
直接交流。中国人都很友好，所以学习者不要害羞。”马吉计划“毕业之后留在中国
发展，因为对中国的印象十分好”。

通过此次活动，大学生们还加深了对创新创业的理解。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
学院的梓良对创新的理解是“通过现有的知识加上新的思维，去研发新技术及产品”。

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练玮褀和任朗生也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对市场策划有
了一定了解，希望将来能把我们的专业应用在创新创业上。”

我家旁边的夏日湖很漂亮。夏日湖里有牛蛙、鸭子、大雁、水老
鼠和各种各样的淡水鱼。夏日湖边树木茂密，野花、小草都很美丽。

春天，湖边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有雪白的、粉红的、金
黄的，真美。小草尖尖的，长在夏日湖边，像铺了绿色的地毯。
鸭妈妈正在暖和的阳光下孵小鸭呢。

夏天，炎热的太阳照在地上。人们一边吃着雪糕，一边遛
狗。狗热得不停地伸舌头，鸭妈妈带着小鸭在湖里游来游去，蜻
蜓和蝴蝶在天上飞来飞去……

秋天，大雁和野鸭都向南方飞去，明年春天又会再飞回来。
树上的叶子在秋风中往下飘落，松鼠们在寻找松果准备过冬。

冬天，地上一片白，湖面上结满了冰。孩子们都到夏日湖来
玩雪了，他们有的打雪仗，有的滑雪橇，还有的在堆雪人。

夏日湖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寄自美国）

文化的传递在赴国外教学的汉语教师举
手投足的每一个时刻都进行着，文化的魅力
在汉语课堂的丰富活动中得到彰显。融入课
堂的剪纸元素，承载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引介、传递和分享。

红色是中国文化里代表喜庆的符号，剪
纸是民间艺术里传统的象征，这种直观、明
显、突出的色彩与艺术，在学生的感知世界
里描绘出轮廓——中国的春节究竟是什么样
子？中国的春节到底怎样庆祝？

当我把裁剪好的鲜亮红纸放在每一个
学生的面前，他们充满好奇；当我亲自演
示“双喜”的剪纸过程，他们又分明有着
惊讶和欢悦。当方形红纸被打开的那一
刻，呈现出与黑板上的“喜”字完全一样
的形状，他们被剪纸技
巧所吸引的表情清晰地
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在
异国孩子眼中的魅力。
或许，习惯了本国文化
氛围的学生，接触到来
自中国的传统艺术，那
种新鲜感、好奇心、求
知 欲 被 瞬 间 点 燃 。 于
是，迫不及待的他们亲
手尝试。低着头小心翼
翼剪纸的动作、眼睛不
敢眨动的专注神情、小
巧的剪纸在他们手中转
动的情景，在我心头化
为涌动的心潮。 当他
们将剪好的“双喜”轻
轻举起，我将他们与中
国剪纸艺术亲密接触的
美妙瞬间定格！

意犹未尽的他们，仿佛一旦涌入剪纸元
素的空间，便渴望在此肆意呼吸。如果说

“双喜”有着方正规整的形状外观，那么
“窗花”则有着圆润灵活的线条。 对折、对
折、再次对折，而后于红色的纸上轻轻勾
勒，沿着描绘的线条渐渐剪开，小巧灵动的

“窗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纵然他们手中
的“窗花”并不完美，但是体验剪纸的过程
会是他们记忆世界里与中国剪纸艺术的浪漫
接触。

学生们欢愉的表情、诉说不完的欣喜、
爱惜不已的作品，记录着他们与剪纸艺术的
零距离相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褪色的
魅力！
（作者系赴西班牙马德里汉语教师志愿者）

多伦多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如大瀑
布、博物馆，还有很多美丽的国家公园。

我特别想介绍的是雄伟壮观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简称CN
塔。这个塔高达 553.33 米，始建于 1973 年 2 月，于 1976 年 6 月
竣工，那时它是世界最高独立塔。

CN 塔不仅外表壮观雄伟，塔里面的装饰也非常豪华。
360°旋转餐厅非常独特，你可以坐着享受美食又可以欣赏全多
伦多的美景。塔内的玻璃地板也很特别，站在上面你会感到心
惊胆颤。透过玻璃地板望下去 500 多米，让人手脚发软。但别
怕，这个玻璃地板很厚，也很坚固。

2011年 CN塔又开放了塔边行 （Edgewalk），就是整个人用
安全带绑着，沿塔外部行走，惊险又刺激。当你站在CN塔上看
下面，汽车好像蚂蚁般在地上爬。

CN塔每年吸引很多游客，它是我们加拿大的骄傲！欢迎世
界各地的朋友来加拿大多伦多旅游。 （寄自加拿大）

我叫林乔，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我想跟
大家聊聊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研究中国近代史
的专家。你们一定很奇怪，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要研究中
国近代史？

因为我曾在南京和重庆生活过两年。在那里，即使一
本简单的旅游手册，也会提到以往的历史。

我参观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仿佛
让我回到了那个黑暗血腥的战争年代。直到现在，我都觉
得，每个去中国的留学生都应该参观一下这座纪念馆。只
有到了那里，才能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才会明白和平
来之不易。我记得当时那里有很多小朋友，正在安静地聆
听老师的讲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和父亲一
起参观过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碑上详细记载了战争
过程和伤亡人数，但没有记载烈士们的姓名。我是犹太
人，2015年还曾去河南开封寻找过犹太人后裔。这些经历
都是我梦想的源泉。

我很喜欢这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我希望研究历史，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尊重历
史，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的中文名字是：林乔，其涵义是用我的努力，搭建
一座从历史到未来的桥，让人们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作者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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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福内布中文学校的学生们在用偏旁部首组字。 张淑惠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海外“华二代”体内流着华人的血，却生长
于非华语的世界。随着“中文热”的持续升温，

“华二代”中学习中文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
学习中文的途径各异，在家中通过和父母的交流
学习中文便是其中之一。

大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让剪纸艺术融入课堂
王勤龙

西班牙一所小学里的学生举起了自己的剪纸作品

夏日湖
小 二（8岁）

夏日湖
小 二（8岁）

多伦多的CN塔
王鑫移（12岁）

左图为学生们正在现场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陈颖妍）（陈颖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