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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1 日，作为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志愿者，我来到了马来西亚
吉兰丹大学进行汉语教学实习。半年
多的教学经历，让我既兴奋、又紧
张，但更多的是幸福与感动。

在马来西亚，几乎每所大学都为
学生提供了多种外语选修课。吉兰丹
大学开设了汉语、日语、泰语、法
语、德语、阿拉伯语等，其中选修汉
语的学生人数较多。

上学期我有 3 个教学班，一共 71
名学生，学生多是马来西亚的，而且
大多数是女生，课堂氛围不太活跃。

回想起去年 9 月 14 日晚开始的第
一节课，紧张、害怕、担心、好奇，
种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是学生的笑、
学生的掌声化解了我的紧张。那天我
提前 40 分钟赶去教室做准备，但还是
出了问题，首先是找教室，在学生的
帮助下才找到教室，学生还没来，我
抓紧连接电脑设备，这里的多媒体系
统和国内不同，看着图文指示没有搞
懂，最后只好用白板讲解。很多事情
不能想当然，我应该提前去教室了解
多媒体设备的情况。

第 一 节 课 ， 首 先 我 做 了 自 我 介
绍，然后又逐一给学生起了中文名
字，他们腼腆地笑着跟读自己的中文
名字，然后模仿我的笔迹去写自己的
名字，我又送给每个学生一个中国
结，他们都很喜欢。第一节课知识点
很少，只对拼音做了简单的介绍，学
习了单韵母，学生比较腼腆，不太张
嘴发音。如何让他们大胆发音也是接
下来教学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的一个方
面……因为学生是选修汉语，再加之
我所在的校区学生大多来自商学院，
他们专业课很多，所以白天集中上课
的时间很少，只能用晚上的时间来上
语言课。第一天下课的时候已是晚上
10 时，两个可爱的女学生把我送到住
处才回家，她们还叮嘱我注意安全。

第一天很温暖，值得纪念，因为那天
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到马来西亚给学
生上的第一节汉语课。

我很享受上课的感觉。每次课前
挖课本上的知识点，然后琢磨采用什
么好的方式让他们理解一个语法点，
设计什么有效性高的游戏让他们记住
一个重要语法结构……虽然这个过程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却
让我兴致盎然。听着学生们用略带母
语腔调讲出的汉语，对于我来说是一
种难以言表的感动。期末话剧测试，
学生用只学了 48 个课时的中文表演
出精彩的话剧，我感觉十分欣慰。我
教他们唱中文歌曲，在演示环节，每
个小组都唱了之前学过的歌曲，大家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非常快乐。

除了教学工作以外，学校每学期
都会组织语言文化活动。每次文化活
动展开前，我和学生都一起制作展
板、筹备展品。这个学期的汉语文化
活动当天，我们展示了书法、剪纸、
脸谱、象棋、中国结、汉服、葫芦丝
等。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白费的，最后
我们汉语文化组在8个语言文化组中拿
到了第一名。那一刻，真的非常感谢
认真为活动准备的学生，但更要感谢
的，其实还是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

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学生给了我
很多感动。有一个女孩几乎每次下课
前都会郑重地跟我说“老师，谢谢
你”，然后才会离开。最后一次课，她
跟我说“老师，我爱你。你真的就是
我学习汉语时候的天使”。可能是担心
我没听懂她的发音，她又特意用英语
讲了一遍。那一刻，我觉得，作为一
名对外汉语教师，真的是全世界最幸
福的人！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教师
志愿者）

题图来源：央广网

态度决定一切。我第一次接触数
学，就明确地表达了我对数学的态度。

话说 9 年前的一个下午，3 岁的我
正坐在大厅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看
着一本童书。父亲突然走进了大厅，
带着灿烂的笑容对我说：“小飞熊，
过来！”我以为他要跟我玩，就跟着
进了书房。书房的桌子上摆满了玩具
士兵。父亲笑眯眯地问：“数数有多
少士兵呀？”我认为这很无聊，于是
走到了桌子旁，把所有的士兵都推下
了桌子，然后高兴地说：“一个也没
有啦！”

父亲很沮丧，但并没有放弃。我5
岁时，他给我讲毕达哥拉斯定理；我6
岁时，他给我讲三角函数；我 7 岁时，
他终于放弃了。

我过了1年清静日子。但是，我的
好日子很快被终结了，这次不是被我
父亲终结，而是被我母亲终结了。

当3年级的我正优哉游哉地掰着指
头算5+8时，母亲终于忍无可忍了。她
说：“小飞熊，你得多做数学题了！”
我答：“不做！”她又问：“为什么不
做？”我答：“因为不想做！”就在她琢
磨着该怎么对付我时，暑假来了，我
们一起回国了。我没料到的是——快
递小哥送来了一摞一摞的数学书。

我看到数学书的第一个反应是不
安，后是郁闷，再是愤怒。这可是暑
假，我的朋友们正在德国吃着香肠，
在西班牙看斗牛……而悲催的我，忍
受了 23 个小时晕机的痛苦回国，竟然

要我做数学题！
我不干，我要抗议！
第一次抗议时，母亲说“梅花香

自苦寒来”；第10次抗议时，她说“若
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第50次抗议
时，她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第
101 次抗议时，她淡定地说：“你给我
做数学题去”。

做完数学题后，我们的母子关系
又恢复了健康，去了三星堆遗址、金
沙遗址，吃了老妈火锅、酸辣粉……
暑假，就这样在“酸爽”中度过了。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加拿大埃德
蒙顿。在4年级的第一节数学课上，当
我的同学们还在一边嘀咕、一边翻着
手掌数着“一个5，两个5 ……”我的
答案已经脱口而出。还有很多时候，
同学们还没来得及数手指头，我的答
案早已出来了。 数学让我瞬间成了小
伙伴中的“小明星”。连淘气闯祸时，
老师都会对我包容些。不过，见识过
国内小孩的数学水平之后，我还是很
有自知之明。

小时候，我仰望夜空，会想宇宙
到底有多大？时间的起点在哪里？会
有尽头吗……我并不讨厌数学，数学
的美是无穷无尽的，但数学题还是我
的“天敌”，我跟父母之间关于做多少
数学题的争论还在继续……我的数学
故事还很长。还是不写了，我该做数
学题了！

（寄自加拿大）
题图来源：《齐鲁晚报》

传统节日知多少

“中国的传统节日真多！”目前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来
自泰国的留学生刘玲玲说：“我所知道的就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
和中秋节。”刘玲玲最喜欢的是春节。“虽然在泰国的华人也过春节，
但感受不一样。中国的年味儿更浓，也更传统。大家热热闹闹地聚在
一起，贴春联、放烟花、看春晚、吃团圆饭、拜年、发红包，团团圆
圆的气氛很是融洽。”刘玲玲笑着说。

同样来自泰国的留学生丁倩仪最喜欢的也是春节，“它是最热闹
的节日，是中国人最欢乐的时刻”。

刘玲玲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了解，是个“中国通”。她不仅
知道中国的传统节日，也能说出节日的起源、习俗等。“春节是中国
最重要的节日，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清明节会祭祖扫墓；端午节是纪
念屈原的节日，大家会吃粽子；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会聚在一起赏
月吃月饼，月饼寓意‘团团圆圆’；重阳节会爬山、赏菊。”说到中国
的传统节日，刘玲玲说，“虽然各个节日的仪式和习俗不同，但这些
节日的文化韵味很浓。”

今年的清明节，刘玲玲的计划是和朋友们外出踏青，也借机好好
感受一下北京。

多样的传统节日和习俗，也给留学生们带来一些“烦恼”。对于
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刘玲玲也没能幸免。“比如中国的小年，我不懂
那是什么节日。泰国也没有这个节日，但是中国人会过小年，我不是
很理解”。她笑着说，“对于亚洲国家的学生来说，对中国的节日多多
少少会有了解，也易接受。但是对于欧美国家的有些学生来说，了解
可能比较少，对一些风俗习惯可能会产生误会。”

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
国际关系的意大利留学生
毛毅鹏，今年春节就由于
和女朋友对传统节日的理
解不同造成了误会。“今年
情人节和春节连在一起，
我给女朋友发了一个5.2元
人民币的微信红包。但我
没想到情侣之间、朋友之
间也会在春节发红包表达
情意，原来我以为春节发

红包只是父母、亲戚之间的事，所以有点误会。好在后来都解释清楚
了。”

了解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来华留学生日趋增多。据教育部
数据显示，2017 年共有 48.92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习，
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说，了解传统
节日有助于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如刘玲玲所说：“对来华留学生
来说，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生活和习
俗。”

在笔者采访中，不少来华留学生说，到留学目的国生活、学习，
跨文化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了解中国传统节日能避免日常生活中不必
要的误会。比如，在春节要说吉祥话，避免说不吉利的话；有的地方
年夜饭的“鱼”不能吃完，寓意“年年有余 （鱼） ”；如果不小心打
破了东西，要说一句“岁岁 （碎碎） 平安”……“对留学生来说，了
解当地的节日和习俗是必备的功课，这可以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也
是应对文化冲突的方法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语国际教育
学院教师谭丽丽说。

对来华留学生来说，体验中国传统节日，感受风土人情，能丰富
留学经历。刘玲玲说：“我家也过春节，但是我来到北京之后才发
现，中国北方的春节和南方的春节差异很大！在泰国过的春节偏向南
方习俗。而我在北京过春节就感觉年味儿更浓，除了穿红色的衣服，
还吃饺子、逛庙会等。我对这个节日又长了见识。”

让学生了解当今中国

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华留学生了解和认识中
国的方式之一。

谭丽丽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影响着语言。所以教留学
生汉语离不开中国文化教学，中国传统节日教学是中国文化教学不可
忽视的一部分。”

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刘香君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当地
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在国外讲中国传统节日，有利于让学生进一
步了解中国。”

如何讲好中国传统节日，老师们可谓绞尽脑汁。目前在韩国做汉
语教师志愿者的李梦娜说：“给外国学生讲中国传统节日，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简单。国情不一样，只讲理论知识太枯燥
了，学生们无法感受到节日的氛围，教学效果不理
想，所以体验和感受很重要。”她计划在讲解春节
时，与学生一起包饺子、剪纸、做花灯、贴春联、
感受和体验中国的春节。

刘香君也表示，“传统节日的讲解，越生动活泼
越好。PPT、视频资料、亲自实践感受都很有必
要，比如端午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中秋可以
一起赏月，元宵节可以一起包汤圆等。”

谭丽丽特别提醒：“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充分理解
传统节日文化，注意留学生的国别和禁忌，避免产
生文化冲突。”

“对于教师来说，讲解的过程中不要自我炫耀，
也不要曲意迎合，而是要介绍自己也要介绍别人。
要介绍中国的当代节日文化，让外国学生了解当今
的中国，树立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刘香君说。

在海外学习中文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使
用中文的语言环境。如何设计教学方案、营
造语言环境，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
这是外派汉语教师时时刻刻都在琢磨的问
题。我在海外教中文的体会是把节日文化融
入日常教学当中是很好的一种教学方式。节
日文化是人们为适应生产生活需要而共同创
造的一种习俗文化，它不仅承载着文化内
涵，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每学期开学前，我都会事先把本学期的

节日按时间顺序整理出来融入到日
常的教学活动当中去。我自己先备

足课，从节日起源、节日食物、节日习俗等
方面查找资料，整理归纳出两国节日文化之
间的异同，精心设计教学方案，给学生布置
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去探究节日习俗背后隐
含的文化内容。

把节日文化融入中文教学，不是只介绍一
两个节日，而是要把两国的传统节日和现代节
日，共有的节日和各自特有的节日，系统地融
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传统节日能够折射出
风俗习惯、历史传承等，比如中国的春节、元宵
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现代节日能够
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当代形象，比如中韩两国都

很尊重教师、热爱环境、重视儿童的成长，所以
都有植树节、教师节、儿童节等。在对节日文化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了解两国
节日文化的共同点，还要鼓励学生了解彼此间
的不同点。在教学过程中将两国节日文化双向
呈现更符合学生的情感需求和认知习惯，学生
了解得越多越懂得珍惜和尊重。

在海外教中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寻找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把节日当作话题融
入日常教学活动中不仅能帮助学生学好语
言，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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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

借传统节日走近中国文化
王亚鹏

把节日文化融入中文教学
刘香君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我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逢清明节，在来华留学生的课堂上，不少老师将其列

入教学内容。对来华留学生来说，他们是如何通过了解

中国传统节日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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