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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准备“高考”

日前，美国中文网采访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孙女阿拉贝拉
的中文老师——27 岁的中国留学生景涌泰。景涌泰在读大学期
间，先后学过 5 个专业，包括环境工程、化学、数学、商科，
最后主修儿童教育学，辅修数学。经历如此丰富的她，2013 年
在纽约上东区一家语言中心工作时教授过阿拉贝拉汉语。
景涌泰是海外教授汉语的中文老师的一个缩影，多才多艺
可谓他们的“标配”。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地的中文教师都是怎
么各显神通的。

季安安 （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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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师个个有神技
林嘉懿

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纳米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
帆 （右一） 在纳大职业规划展会上向学生介绍汉语教学课程。
陈楠摄 （新华社发）

常高的综合素养。
“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自不必提。”谢阳在波兰当汉语教师志愿者，教
学对象都是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贯穿于备课讲课的所有环
节，而且体现在和学生互动的方方面面。这些大学生在接受新知识时会
提出很多问题。有一次学生在课上问我：为什么‘I am good’不是
‘我是好’，而是‘我很好’。在课上提出问题，老师不能回避，要及时
给出答案，这就相当考验自己的知识储备了。”
对综合素质的要求也可以从培养汉语教师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
程设置上窥见一斑。据了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 《普遍
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化要略》《对外汉语教育
学概论》 等，涉猎广泛。除了必修基础课之外，还需要修习教学技能、
学习第二外语以及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才艺，每个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有一项中华传统才艺傍身。
“什么技能都要会一点儿。”谢阳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我在的孔子
学院是新开设的点，只有我一个老师，真的要独当一面。”为了让学生
们体验中国文化，她需要自己带着大家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做中国菜、
唱中国歌、学中华才艺……

本领傍身才能发展好

陈文 （化名） 从泰国到中国学汉语，作为学生的他，希望老师“能
和学生打成一片、相处融洽，还能将艰深的理论转化成我们能接受的内
会说汉语不等于能教
容，让我们能学得容易”。要求不可谓不高。
谈到对外汉语教学，许多人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教汉语只要
黄汇 （化名） 刚入行不久，终于将多年所学付诸实践，她感慨道：
“会说”就行。其实，不是每个会说汉语的人都能教汉语。
“自己会是一回事，教会学生又是另一回事了。”黄汇认为教学设计的本
“专业知识一定要过关。”在天津大学当汉语老师的月月 （化名）
领一定要过硬，“设置典型情景去解释知识点，寻找学生们身边的素材
说，“一定要对自己所教授的汉语有全面、系统、细致、准确的认识。”
让他们练习，才能既准确地切入知识点，又能让学生觉得学着有用、有
汉语博大精深，要想达到教学的水平，就要全面掌握复杂的汉语知
成就感。”遇到学生不能适应课堂教学时，老师还要及时调整教学形
识，这不是“会说汉语”就可以办到的。在月月看来，“教汉语需要教
式，以达到教学效果：“有时甚至连座位都要安排。我们有一个租房子
授者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这不仅利于交流，更能通过了解对方的语言
的情景练习，一开始一组一组上台演练的效果并不好，学生经常愣在那
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此外，教师还需要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学生的
里，对话进行不下去。”后来黄汇将教室中的课桌座椅安排成房屋中介
文化背景不同，需要老师宽容看待各自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且通过了解
的样子，学生可以面对面讨论。“外部环境的改变让学生们能更快投入
这些不同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汉语。”
进去，课堂更有效率，效果也更好了。”
“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为例，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汉
对老师来说，有专长傍身更能提升教学效果。魏玲有音乐专业背
语水平参差不齐。这对老师来说，是很大的考验。需要根据学生的水
景，在汉语教学时，碰上中国歌曲教学就显得得心应手。“中国歌曲在
平，来确定不同的教学方法。”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旋律方面和其他国家的有很大差别，这背后其实是中国音乐所展现的中
院长徐海铭说。
国文化，我们不仅教歌词，更要让学生从音乐中感受中国文化，丰富他
们的体验。”“声乐”专长让学生们对魏玲既崇拜又亲近。“他们邀请我
一起去 KTV 唱歌”，魏玲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专长迅速拉近了我和学
汉教从业人员门槛高
生们的距离。其实师生关系对教学效果影响很大，融洽的师生关系能让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外汉语教师的从业门槛很高，需要具备非
学生减少对困难知识的抵触心理，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正通过情景对话学习汉语

情景交融学汉语
林 希

我这学期教的汉语口语班有 40 名留学生，来自 12 个国家，其中绝
大多数是汉语零基础水平的。对他们来说，虽然学汉语的难度不低，但
如果能通过情景对话学习，学起来就会轻松多了。
学期结束时，我准备了十几个话题，让学生抽签分组，以小组形式
进行准备。考试那天，首先上场的是 6 名法国学生组成的小组，他们的
话题是：“在饭店吃饭”。只见他们一个当服务员，两个坐在“饭店”
里，“路上”走着几名和“饭店”里的同学打电话问地址的，还没有进
“饭店”就不停地说汉语啦。待到都进了“饭店”落座，更是争相发 “朋友家”，“客人”送上礼物，“主人”点“外卖”招待客人，“的哥”
言，先商量吃什么菜，接着点菜。“服务员”介绍菜单，上酒上菜，还
又变身“外卖小哥”送来“饺子”和筷子。 这部小剧串联起“介绍”
变戏法一样拿出来事先打印好的彩色图案——“糖醋鱼”“西红柿炒鸡 “做客”“吃饺子”等多篇课文，还增加了课文中没有的“点外卖”。
蛋”，还有纸做的“酒杯”。“食客”们边“吃”边品评“饭菜” 的味
随后，两名德国学生表演“坐出租车”，设计了司机不认识路需要
道，还和食堂的饭菜进行比较。“结账”后，同学们还不忘记请“服务
指路的情节，付钱时采用了和教材中现金支付不同的方式——“微信支
员”把吃不完的“饭菜”打包。一切都有模有样，简直就是一出精彩的
付”。他们表示，现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很普遍，在生
情景剧。
活中学到的汉语比课文中的还要多。
紧接着上场的是一个国际小组，4 名同学分别来自老挝、意大利、
此外，讨论“我的家人”的小组准备了画像，“寄快递”的小组带
西班牙和埃及。他们的话题是“去朋友家做客”。先是埃及同学当“主
着“包裹”和“信件”， “买水果”话题组的同学则把各种水果搬进了
持人”介绍“演员”，然后老挝同学和意大利同学在路上“偶遇”，商量
课堂……在学生们自己创设的各种情景中，开口说汉语不再那么难了。
一起“打的”去朋友家。“主持人”马上戴上道具变身“的哥”。到了
（作者为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师）

我在贸大的故事
杨丹李
对外经贸大学一角
2016 年，我到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读国际贸
易专业的研究生。求学期间，我印象很深的是
贸大的老师特别好，尤其是我们的班主任白静
萍老师。她照顾学生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都很喜欢她。其他的任课老师也很专业。
学校生活很丰富，比如开展了不少针对外
国留学生的活动。2016 年，我担任外国留学生
会的成员，参加了很有趣的活动。在学校举办
的国际文化节上，我给中外同学介绍了自己国
家的文化、游戏和食物。此外，我们班里的同

学来自不同的国家，大家都特别棒。我经常跟
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儿，一起吃饭。
我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我参加
了学校的辩论赛和北京市的汉语比赛。参加辩
论赛的同学们水平都很高，我们的第一个对手
是对外经贸大学大四的综合队，虽然我们最后
没有赢，但辩论过程十分精彩。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参加“北京汉语之星
大赛”，共参加了 3 次。第一次只参加了初赛，
第二次晋级进入复赛，最后一次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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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得了“汉语之星”桂冠。通过这几次比赛，
我不仅交到了新朋友，学了很多成语，还学会
了怎么剪辑视频。从比赛的海选阶段到最后胜
出，我是对外经贸大学唯一的选手。荣誉的背
后，是各位老师的帮助，在他们的指导下，我
才有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我很爱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们，正是他
们，为对外经贸大学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哈萨克斯坦留学
生）

2017 年的暑假真忙啊！我在准备“高考”，准确地说，我是在为上大
学做最后的“冲刺”。
在美国，12 年级开学不久，从 11 月开始，大学就开始发提前录取通
知了，全部录取发榜也会在来年 4 月结束。所以，我们必须在 11 年级完
成所有准备工作，如果等到 12 年级再开始准备，那可真是“黄花菜都凉
啦”。
美国大学的录取依据是学生在高中期间的表现。首先要看的是学生
在高中期间的平均分数。如果主课成绩达不到全 A，被一流大学录取的
可能性就很低了。当然，也要看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即学术能力评估
测试 （SAT） 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 综合考试。这些考试都需要
在 11 年级完成。另外还有一些对大学录取有参考价值的考试，我已经考
完了。所以，2017 年暑假期间，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其他一些和录取相
关的事情上。
首先，我花了不少时间做义工。义工内容广泛，包括各种社区服
务、慈善援助等。但是，不管哪种义工，抱着“混混”的想法是不行的
的。如果作为录取的参考，大学也可以查到你做义工的内容、时间等。
其次，我还参加了一所大学的生物科学研究项目。美国大学很重视
学生的兴趣爱好，特别是和学生所选专业相关的兴趣爱好，因为兴趣是
学好专业的基础。自从上高中以来，我每个暑假都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
的生物科学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非常有意思，我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
识，生物科学对我太有吸引力了，上大学也准备选择相关专业。
此外，这是我连续第二个暑假在夏令营当助教了。这是一个表现领
导力的好机会，但也是一个非常累人的工作。开营前，我们需要做大量
的准备工作。开营后，我们不仅要管理小营员的吃穿住行，编排相关节
目，还要为小营员做心理疏导。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它确
实能锻炼人。我从中收获甚多，很有成就感。
最后，我还在上美术课和钢琴课。有一两门才艺对于申请大学是
“锦上添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已经学了十几年美术和钢琴，并
不想轻易放弃。我相信它们对我的人生会有长远的影响。
12 年级开学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帮
助我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
（寄自美国）

我和我的中国朋友
欧吉达
我叫欧吉达，是西班
牙人，但我在英格兰中部
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我
的学校叫莫尔文中学，已
有 150 多年的历史。
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
哥哥，他们也在英国学
习。我喜欢语言，会说西
班牙语、英语和法语，正
在学习中文。我最喜欢的
科目是中文，因为我觉得
中文非常有趣，与我学的
其它语言都不一样。而
且，中文会对我将来的工
作有帮助。我还喜欢骑
马，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
起唱歌。
我有两个好朋友——
范家鑫和周雨倩。她们都
是上海人，我们都住在学
欧吉达 （中） 和同学在一起
校的 8 号宿舍。她们告诉
我 ，“8” 是 个 吉 祥 的 数
字。所以，我的名字里也有个“吉”字。2018 年新年刚过，中国农历春
节也快到了。虽然学校里的课程和活动很多，但我们非常期待狗年春节
的到来，因为大家可以一起庆祝这个最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
今年夏天，我将去上海拜访她们，除了学中文，还能亲身体验中国
人的生活。我觉得这将会是很棒的经历。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欧
洲！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寄自英国）

瑞士的圣诞节
孟凯贤

我是瑞士人，中文名字叫孟凯贤，今年 55 岁，是一名手术室护士。
因为我的中医医生需要一名翻译，而且我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很感兴
趣，所以我决定学汉语，每个星期，我都会跟我的中文老师谈老师学习。
3 年前我去过北京。在北京，除了周末，我每天都在学汉语，下课后
我会到长城、天安门、各个公园去转转。对我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美
的城市之一，那里有热情的人、漂亮的公园、清洁的地铁站等。我很喜
欢吃中餐，比如北京烤鸭、火锅等。总之，我很爱中国。2018 年，我还
打算到中国学习汉语，希望能认识更多热情的人，也希望我的汉语可以
说得更流利。
我们家一共 3 口人，我、我太太和我的岳母。我太太很会做饭，我很
爱她，也爱我的家。我们还养了一些动物，包括两只猫、两只羊，还有
很多兔子和鸟。
圣诞节刚刚过完，我来介绍一下瑞士人怎么过节。瑞士人很喜欢白
色的圣诞节，喜欢雪中散步，喝热红酒。圣诞节也是家人团聚的节日，
大家会准备丰富的食物：水果、米饭、薯条、热红酒、葡萄酒、茶、咖
啡等。大家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吃过饭后，大家会唱圣诞歌。瑞
士人有一个习惯，唱完圣诞歌会给亲戚和朋友打电话，对他们所送的礼
物表示感谢。
这就是我的家和瑞士的圣诞节。
（寄自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