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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华裔回到
中国，学习专业知识和中华文化。他们带
着目标与希望，收获感动与前程。

日前，笔者走进有“小联合国”之称
的北京语言大学，和新生代华裔留学生代
表们聊聊学汉语这件事。“90 后”、“汉语
很溜”，这是受访的华裔留学生们给笔者留
下的深刻印象。

不远万里 寻根中国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成龙的电影，比如

《尖峰时刻》。后来，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来
了两个少林寺的僧人，我很激动，就去学
习武术。”瑞典籍华裔杨睿达，是以一种特
别男孩子的方式与中华文化结缘的。

从北欧到北京，妈妈是杨睿达学习汉
语的最大推动力。“妈妈觉得，作为华人，
不会汉语、不了解中国真是太遗憾了，送
我到中国学汉语是她的执念。”杨睿达至今
感激母亲的坚持，“毕竟我的身体里继承了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不打不相识”，杨睿达与中华文化结
下不解之缘。结束本科学习后，杨睿达申
请了北京语言大学“审美文化研究”硕
士，希望用一种更温文尔雅的方式，继续
探究中国文化。

从陌生到熟悉，学习汉语为华裔留学
生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小时候随父母到北京探亲，我完全听不
懂中国亲戚们的谈话，语言障碍让我显得格
格不入。”美籍华裔杨瑞思坦言，读大学前，她
并不喜欢学汉语，但误打误撞，竟然在 2014
年成功申请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本科。

尽管学习困难重重，但她咬牙坚持了下来。
“自从学了中文，我明显感受到了父母

和亲戚们欣喜的心情，他们更愿意用中文
和我聊天。”杨瑞思说，一向严肃寡言的父
亲说起中文来，神采飞扬，幽默感十足。这是
她以前从未发现的父亲的另一面，也成为她
学好中文最大的动力和收获。

“我从小就很向往北京，踏上中国的土
地，感觉就像回家了，有一种情感上的归
属感与文化上的亲近感。”25 岁的印度尼
西亚华裔黎玟君笑意盈盈。作为北京语言
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虽
已是“华四代”，但在她心里，汉语不是一
门普通的外语，“汉语是我的‘根’，是我
华裔身份的证明与象征”。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冯惟钢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华裔留学生的学
习目的可分为四种：一是父母希望孩子学
会汉语，不要忘本；二是学成后，回住在
国当汉语老师；三是希望从事与中国有关
的商贸工作；四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

学而不厌 教亦有方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

……”采访中，黎玟君唱起粤剧 《帝女
花》 选段，一板一眼、柔情似水、婉转动
听。喜欢读《三国演义》、《三字经》、李白
的诗和张爱玲的小说，喜欢听邓丽君、宋
祖英和孙楠的歌……提起中国书籍和歌
曲，她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黎玟君幼年在马来西亚读了 5 年的华
文学校，拥有良好的汉语基础，回到印尼后，
学校不用汉语上课，但她又放不下汉语，干

脆自学起来。她说，可以偶尔到马来西亚买
一整箱的中文课外读物，是她最开心的事
儿。

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风靡世界，黎
玟君“更加看好学习汉语的前景，所以就
一直坚持下来了”。

从华侨大学到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国
留学期间，黎玟君始终保持“学霸”作
风，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追电视剧、看
华语综艺、读中文小说、看中国电影、交
中国朋友……“本科时有中国历史课，课
下我会看电视剧，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或
故事，然后上网查是不是真的。我室友说
我活得很累，连看电视剧这么轻松的事情
都变成了学习，但我却乐在其中”。

勤奋好学让黎玟君收获了一大串荣
誉：印尼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中国国情文
化知识竞赛”冠军、厦门市首届国际大学
生汉语大赛冠军、普通话等级测试二级甲
等证书、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完美”华
文教育一等奖学金、华侨大学“三好学
生”称号、首届“汉教英雄会”季军……

“受家庭环境熏陶，华裔留学生汉语水
平相对较高，学汉语有很大优势，但不成系
统，没有语法和词汇的专业知识，这就是所
谓‘习焉不察’。”冯惟钢介绍说，对外汉语教
学就是要把这些习焉不察的东西给华裔留
学生讲清楚，难度很大，需要因材施教，所以
这不是“雕虫小技”，而是“端的有虎”。

学好汉语 大有可为
“我哥哥今年毕业，已成功应聘京东集

团，将从事对泰的业务。”泰籍华裔张文星

面露喜色，对哥哥的求职结果很满意。自
爷爷早年从广东潮州移民泰国，张家已在
中南半岛传承了三代。

14岁时，张文星开始学习汉语，通过
汉语水平考试 5 级后，她成功申请到北京
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汉语言经贸专业学习，
成了哥哥的小学妹。

“泰国对汉语越来越重视，很多电视
台都开办了学汉语的节目”。张文星认
为 ， 随 着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的 深 入 推
进，中泰之间的经贸往来将越来越频繁。

张文星从中看到了机会，“我要跟哥
哥一样从事中泰贸易工作，为两国商贸
交流作贡献。”

俄罗斯籍华裔诺敏，家住俄罗斯乌
兰乌德的贝加尔湖畔。她已经想好了，
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
后，到中国内地找个小城，当一名俄语
老师。

学习汉语的新生代华裔无疑是幸运
的。快速发展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

从去年开始，黎玟君成了央视的“常
客”，从二套的 《对话》，到一套的 《开讲
啦》，再到四套的 《文明之旅》，北京给了
她展示的舞台。这一切，都与她深厚的汉
语积累密不可分。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个很有前景
的专业，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我觉得
线上汉语教学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黎
玟君认为，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贸文化
往来的不断加深，东南亚各国民众汉语
学习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关于未来，她
主意已定。

华裔新生代，学好汉语奔前程
贾平凡 林光耀

侨 界 关 注

澳大利亚浙江侨团访杭

近日，澳大利亚浙江侨团联合会赴杭州访问，
该团成员走访了杭州多地，感受家乡蝶变速度的同
时，也为杭州发展建言献策。此行，澳大利亚浙江
侨团联合会参观了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城市规划
展览馆、桐庐健康小镇等地。

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会见该团，介绍了杭州
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情况。陈新华表示，作为
开放的重要平台和纽带，澳大利亚浙江侨团联
合会积极参与居住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支持家
乡发展、热心公益事业。希望未来能与联合会
建立更多沟通机制，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助力
杭州打造世界名城。

泸州获为侨服务示范单位

近日，“全国为侨公共服务示范单位”授牌仪
式在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龙桥子社区举行。

四川省外侨办机关党委书记孙胜在仪式上说，
对龙桥子社区获此殊荣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辛勤工
作在基层的各级侨务干部和广大归侨侨眷致以亲切
的慰问。

2017 年以来，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街道龙桥
子社区积极开展“全国为侨公共服务示范单位”创
建工作，经四川省外侨办择优推荐上报国务院侨
办，国务院侨办筛选，与四川省成都市、绵阳市等
地的四个社区共同被评为“全国为侨公共服务示范
单位”。

“侨胞林”在陕西揭碑

近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陕西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侨胞林”揭碑仪式和植树活动在陕西黄帝
陵举行，旨在共栽友谊常青树、凝聚侨胞中国情、
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增进民族团结、激
励爱国热情，共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2017 年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陕西省人民
政府开始共同举办“侨胞林”纪念植树活动。当日
在“侨胞林”植树现场，来自美国、新西兰、肯尼
亚等国的海外华侨华人挥锹浇水，共同种下“同心
树”，以表达对轩辕黄帝的崇敬与追思之情。

新西兰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车卫星表示，在黄
帝陵种下“同心树”，对于凝聚侨心很重要，并且
把海外华侨华人的根留在这里。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
又声，陕西省副省长魏增军以及海外侨胞代表等共
同参与此次活动。

（均据中国侨网）

正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
中沙联合考古队日前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宋
元时期的白瓷片与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联合考古队的中方领队姜波表示，除了中
国的瓷器残片，考古队还在塞林港遗址发现了
多处建筑遗址和两处墓地，以及阿拉伯釉陶、
波斯釉陶和玻璃器残片等。

姜波说，在本次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采用了
传统的拉网式考古调查与无人机航拍、数字测
绘、三维建模等前沿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大

大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并取得重要成果。
他说，中国考古队员使用中国传统的拓印

技术对现场发现的碑铭进行拓制，并对碑文进
行准确释读，获得重要考古信息。其中，考古
队员从一方碑文中找到塞林港的地名，让这个
古代港口第一次得到了考古学上的实证。

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
处红海之滨。据阿拉伯文献记载，塞林港大
约在公元 9 至 13 世纪进入繁荣期，经海路而
来 的 朝 圣 者 和 商 人 在 此 舍 舟 登 陆 ， 前 往 麦
加 。 有 古 代 旅 行 家 记 载 ， 曾 在 此 目 睹 清 真

寺、居民建筑、市场、水井等景观。
中国驻沙特大使李华新近日在对考古现场

进行考察时说，这次中沙联合考古工作，开创
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一带一路”文化合作的
先河，希望这次联合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以进一步促进中沙和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
行5人于3月26日抵达沙特，与5名沙特考古人
员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开展为
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据新华社电）

俗话说“食在中国，味在四川”。
而今，川菜不仅盛行于中国大江南
北，还走出国门吸粉无数。在日本，
就有这样一群铁杆粉丝，他们先是成
立“全日本麻辣党”，后又创建“麻辣
联盟”，进而又于上个周末在东京都都
厅周围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麻辣革
命”——“四川美食节”。近日，为期
两天的第二届“四川美食节”在东京
圆满落幕。

“四川美食节”是一场专门介绍中
国川菜的美食活动，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活动组织者并非中国相关部门，而是由
地道的日本团体“麻辣联盟”策划组
织。

“麻辣联盟”创始人中川正道介绍
说，他 15 年前到四川成都留学，在那
里生活了 4 年，从此爱上川菜欲罢不
能。回国之后，他发现日本很少有真正
的川菜馆，于是在设计工作之余 10 多
年不遗余力地在日本推广川菜，创建了

“麻辣联盟”，还撰写了一本畅销书《四
川料理之旅》，并在网上积极推介日本
正宗川菜馆。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消费者慢慢
认可并喜爱川菜，“麻辣联盟”的推广
活动也由小到大，逐步发展成此次高达
5万人参与的川菜推广活动。

在美食节上，四川招牌名菜和地道
小吃琳琅满目。麻婆豆腐、水煮牛肉、
酸汤肥牛、红油水饺、串串香、麻辣
烫、口水鸡……几乎每一家店铺前都排
起长队。

此外，美食节还设置了众多中国文
艺表演环节，如二胡演奏、川剧变脸
等，让日本食客大开眼界。

主办方还邀请一些日本名人嘉宾表
演脱口秀，介绍四川料理和中国酒文
化。

据组织者介绍，此次“四川美食
节”参加者多达5万人，且80％以上是
日本消费者。据记者观察，日本食客大
多是年轻人。

结伴而来的日本小伙儿北山和田中
刚刚买到麻婆豆腐和口水鸡，一起坐在
公园台阶上开始大快朵颐，没过多久，田
中便被辣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不停地
喊辣喝水，而北山则面不改色。记者一打
听果然不出所料，北山是川菜馆的常客，

而田中是第一次接触川菜。他们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虽然还没去过中国，但是美
味的川菜和可爱的大熊猫已勾起他们对
中国四川的无限好奇，希望有机会去实
地走走看看。

麻婆豆腐在日本家喻户晓，也是在
美食节上销量最大、排队最长的陈家私
菜的主打菜品。不过，以前日本人在中
国料理店吃到的经常是迎合日本消费者
口味做了改良的麻婆豆腐。

陈家私菜创始人陈庞湧手捧刚刚获
颁的“川菜名馆”招牌接受了记者采
访。他说，自己 30 年前初到日本时十
分窘迫，曾在这次美食节举办地新宿中
央公园与无家可归者为邻，风餐露宿近
一个月。而如今，他在东京都新宿、银
座、涩谷、秋叶原等繁华地段坐拥7家
四川料理店。

据陈庞湧介绍，22 年前他在赤坂
开了第一家店，但因推出的川菜过于正
宗，餐馆经营一度受挫。后来在他的坚
持下，日本顾客慢慢从接受到喜爱，回
头客越来越多，现在所有店面一到饭点
必排长队，且 90％是日本顾客。他
说，今后会本着匠人精神将陈家私菜做
好做大，通过川菜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
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此次“四川美食节”也涌现出不少进
军川菜领域的日本厨师，山边主厨就是
其中之一，他将四川料理技法与江户（东
京）料理的食材结合起来，用和牛和鳗鱼
推出水煮和牛和麻辣烤鳗鱼。

山边说，他发现日本和中国在饮食
文化上是相通的，美食节的火爆场面让
他再一次感受到日本人是如此地热爱川
菜。

美食节也为中日川菜厨师提供了相
互学习交流的机会。从四川绵阳远道而
来的兰庭十三厨餐厅主厨兰明路说，美
食节从食品车、店铺甚至垃圾处理等各
个方面都做得相当规范，这样的活动有
利于川菜在海外的推广和提升，值得中
国方面学习借鉴。

兰明路说，他希望日本的川菜馆
不仅要做好菜品，更应该讲好每个菜
品背后的文化故事，这样可以让更多
人通过舌尖上的体验对中国文化感兴
趣。

（据新华社电）

沙特发现中国宋元明清瓷片
王 波

“麻辣”诱惑日本
姜俏梅

杨睿达 杨睿思 黎玟君 张文星 诺 敏诺 敏

近日，第二届“四川美食节”来到东京新宿中央公园，为当地民众打造了一场“四川美食的盛会”。在活动期间，共吸
引了5万名日本当地民众到场，掀起了一场全民参与、全民享受的四川美食高潮。

图为“四川美食节”上，川剧“变脸”演员在台下变出熊猫脸，让日本小朋友大开眼界。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摄

侨 情 乡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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