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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将广开中文课了

“你好”“谢谢”“早上好”……3 月 5 日早，
记者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见到了
法赫德·谢里夫博士，他是该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
参赞，来中国工作两年，许多中文词汇已经说得
非常地道。

谢里夫向记者确认了“沙特计划将中文纳入
该国所有教育阶段课程”这一消息，他表示，这
是不久前沙特王储访华宣布的合作成果之一，沙
特方面目前正在推进，希望寻找适当的教育方法
和合作模式。不久，政府部门会公开发布声明，
通报这项工作的具体进展。

在沙特国内，引进中文教育的消息引发了热
烈讨论。据报道，沙特国内的教育机构热烈欢迎
上述计划，沙特社会也普遍表示“赞同”和“期
待”。2月27日，沙特阿拉伯一家知名智库在首都
利雅得举行中文教学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学
者表示，将中文教学引入沙特各级教育系统，将
为沙特学生开辟新的教育视野，促进沙特的文化

多样性，密切两国人民交流互动，增进彼此友谊。
其实，早在2010年，沙特国王大学就开设了

中文系，许多届学生已经学成毕业。今年，阿卜
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又开设了汉语考点，还有许
多学校在和中国高校合作，引进汉语教师。此
外，在沙特还有许多私人机构教授中文。可以
说，学中文在沙特本就是个大热门。

谢里夫现场给记者分享了几段视频，其中无
论是7岁的沙特小孩，还是来北京5年的沙特在华
留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认为中文是
很有趣的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民、民
族心理，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它的语言。” 谢里
夫说，“我相信通过中国和沙特的共同努力，汉语
在沙特的热度将更高。”

全球掀起“汉语热”

不只是沙特，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汉语
教育，有的甚至将汉语纳入考试科目之一。

从2016年起，南非就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汉语教学试点在南非部分中小

学顺利启动。2018年12月，乌干达在全国范围内
的35所中学引入了汉语教学，汉语课成为高一和
高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高三和其他高年级学生
则可以选修。

2019年，俄罗斯将首次在国家统一考试中进
行汉语科目的考试，中文成为继英语、德语、法
语和西班牙语外第 5 门纳入最终考核体系的可选
择的外语。从2020年开始，肯尼亚也将汉语作为
第二外语，供小学四年级 （10岁） 及以上的学生
选修。而爱尔兰此前也宣布，2020年，中文将加
入其全国高考科目。

在海外开展中文教育，孔子学院是重要一
环。2018 年，9 个国家首次设立孔子学院，新增
30所孔子学院。截至2018年底，孔子学院大家庭
成员已遍布 154 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球共有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193 个孔子课堂，组成了全球
多样化的国际语言教育共同体。

语言是桥梁纽带

彭莺目前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汉语教
师，此前，她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
学院从事一线汉语教研工作。这些年来，她在
孔子课堂和教学点进行过教学督导工作，也担
任过意大利南部地区唯一的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的总监考，还参加过许多国外举办的中文教学
研讨会，对于海外学中文的热情，她有着深切
体会。

“我问过许多学生学中文的原因，他们的答案
五花八门：帮助他们找到好的工作、方便他们和
中国人交朋友、能看懂中文菜单、能来中国旅
行、能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这折
射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兴则语言热。”
彭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黄彩玉也认为，“汉
语热”不断升温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稳定提升
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体现了外界对中国
未来发展普遍看好的内在逻辑。

彭莺表示，这一波来自中东的“汉语热”令人欢
欣鼓舞，她看好中文教育的发展前景，认为中文将
为中外交流和沟通架起不可或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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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美国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的时候，不太适应那里的生活和工
作，每做完一件事，都像在游戏里费尽周折终于打通了一关。” 湖南师范大
学学生李璐这样回顾曾在美教汉语拼音的最初日子。

换个视角看世界

去年 2月，李璐如愿成了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
开始了为期1年的工作。

谈到和孔院的缘分，李璐告诉笔者，在本科阶段学习汉语国际教育课程
让她对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产生了极大兴趣。考上研究生后，李璐将所学的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愿望更加强烈。她想，如能实现，不仅可以训练提
高自身教学能力，而且还可感受文化差异，丰富阅历、增长见识。入学后不
久，李璐便在学校国际交流处报名参加了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

“我想换个角度看看世界。”李璐说。

茫无头绪到迎难而上

在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李璐要兼顾教学和行政两方面的工作。这些对
她来说，在国内可以轻松处理的工作，换到陌生的环境里，就变得困难重重。

李璐坦言：“刚开始处理这些行政工作时，还不习惯当地人的语言表达
方式，加之他们说话语速很快，让我有种每天都在进行英语听力考试的感
觉。”教学工作也让她初次体验到老师的辛苦。她说：“第一学期负责小学课
后班，第二学期增加了社区成人班的授课和针对中文高水平儿童的教学辅
导。由于没有教学经验，我需要提前反复试讲，并根据此前课程的反馈及时
调整课案，这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孔子学院很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在工作上我要和学校的国际交流处、当地中小学的中文班和各国留学
生沟通交流，合作策划文化活动，比如中国新年、孔子学院周年晚会、孔子
学院日等。”不善于人际交往的李璐面对这些工作感到焦虑疲惫。

“前任志愿者们都很优秀地完成了工作，他们于我而言是榜样，也是一
种无形的压力，我想把这种压力转变为攻克难关的动力。”李璐总结出了一
套解决办法。她认为心态十分重要，需要以平和地去处理各种事务。“我一
开始常常否定自己，觉得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弥补工作上的缺憾，那时候真
的挺难受的。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消极的心理暗示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需要时间解决，她给自己设定了两
个月的过渡期来融入新环境。

从学生到老师

“小时候，我并不想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没想到高考时阴差阳错考取了
师范专业。”在没有被选派成为汉语教师志愿者之前，从小乖巧认真的李璐
认为“教学”是一个重在老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过程，“老师”与“学
生”两者之间的界限明显。

成为孔子学院的教师后，这种观念发生了改变。“教中文，我有母语优
势，加上受过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训练，可以担任起汉语教师的职责。外国
学生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教学方面，他们对我教育方式和备课内容
的反馈，也使我受益颇多。”她说。这种经历让李璐对知识的传授有了更多
的思考，认识到教学应该是双向交流的过程，每个人是老师，也是学生，这
两重身份是平等的，通过交流，双方都会有所收获。

教师工作让李璐对学习有了新的感悟。“到美国后，发现有很多外国人
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在那样的情境下，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我想为中华
文化的传播做点什么，还会思考怎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李璐说。

曾经不喜欢教师职业的李璐，已经将对外汉语教师设定为自己的职业规
划首选。她说：“这个经历让我找到了当教师的乐趣”。

转眼间，我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已满两年，作为孔院
的一名新兵，回首望去，有点想法与孔院同仁互勉。

首先，孔院发展的根基还是在各层次的语言教学，谢菲尔德大学孔
院从 2007 年初创时期的 12 个班、143 名学生发展到 2018 年的 206 个班、
2942 名学生，靠的就是优秀的教师和有质量的教学，让当地民众了解、
学习、学会了汉语，并重点推动中小学及学前汉语教学与研究，成立汉
语语言习得研究中心，开展针对英国当地婴幼儿 （6个月-3岁） 的语言
习得研究，设立中英亲子双语学习班，计划招收博士后。

同时，教学活动重视本土化发展。2010年开发本土教材《汉语入门》，
2013年开发本土教材《生存汉语》，2018年开发本土汉语教辅材料——《会
飞的青蛙》《嘟嘟家的后花园》。此外，积极从当地中小学中聘请本土汉
语教师在孔院任教。

其次，谢菲尔德大学孔院通过各种渠道，将中英之间互惠的元素介
绍给对方，除了语言、文化元素外，更注重工业、商业、医疗、教育等
领域中的具体元素。

比如，孔院积极推动谢菲尔德大学先进制造研究中心与中国工业企
业的合作；建立“谢菲尔德——孔子中英商务门户”，旨在把谢菲尔德打
造成为英格兰北部中国企业的落户中心；2017-2018年孔院与合作方共举
办了27场各类型的商务活动，帮助中英商务人士与企业更好地了解对方。

第三，多方式地推动双方之间的了解与互信。2017-2018年，谢菲尔
德大学孔院连续两年承办为期3个月的教育部“语言文字中青年学者出国
研修项目”，为国内培养语言文字急需人才，服务语言文字事业的科学发
展；举办中英大学校长对话活动。

总之，通过孔院，外方学习了语言，中方传递了友谊。通过孔院建
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为中外双方提供了极好的协作机会，共同应对未
来挑战。孔院是中外之间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作者为谢菲尔德大学孔院中方院长）

我来自埃及，中文名叫苏轼。最初，中文对我来说是一门完全陌生
的语言，我对它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为了挑战这门世
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我决定学中文。刚开始时遇到很多困难，很
多人劝我放弃，但我仍然坚持自己对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目前，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我不是中文专业的学生，并且
是刚开始学习中文，所以中文对我来说仍是挑战。但今天我想尽己所
能，谈一谈在我学习中文之路上为我提供帮助的两位老师：徐老师和尹
老师。我们亦师亦友，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在埃及读书时，两位老师在开罗大学教汉语。那时，她们不会说
阿拉伯语，我也不太会讲中文，我尝试帮助她们适应在埃及的生活。后
来，徐老师的儿子帅帅也来到了埃及，那时他还不到两岁，我非常爱
他，他把我当做大哥哥。帅帅在埃及待了3个月，但由于语言不通，帅帅
听不懂周围的小孩在谈论什么，一度非常难过。那时我会去他的幼儿
园，帮助他和老师沟通。我们还一起到过不少地方，共同度过了很多难
忘的时光。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了我的家人。这段经历成为我选择到中
国读书生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我给徐老师打电话，邀请她和尹老师一起到我埃及乡下的
家里做客。我家离开罗约 2小时的车程。那天，我把她们介绍给我的家
人，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很高兴有机会认识她们。我还带她们参观了
我们的小镇，大家都非常开心。

两年后，徐老师和尹老师回到中国，我刚好也到北京留学，赴北京
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1年。那时我依然每天都和她们通电话，当然还有小
帅帅，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新生活。今年春节，尹老师邀请我去她的老
家江苏过年。我结识了她的家人，参观了南方小镇，这段经历非常愉快。

这两位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人，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中文老师。我也
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帅帅成为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愈发热爱
汉语和中国文化。

非常感谢徐老师和尹老师，我会记住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我从7岁开始学钢琴。听爸爸说，是我自己提出要学钢琴。但到了9
岁，就坚持不下去了。幸运的是，我并未放弃。如今，钢琴已成为我生
活的一部分。

刚开始学钢琴时，我非常喜欢。无论多忙，我都会坐在钢琴前好好
练习。可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几个月，我就感觉越弹越无聊。甚至有一段
时间，我一整天都不会去碰一下钢琴。但我不敢让爸爸妈妈失望，一直
撑着找弹琴的状态。努力有了回报，今年，我已学到钢琴的最高级 （加
拿大权威音乐机构的证书）。

有人问：“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能坚持下去？”首先，我确实遇到
了困难，但我尽力去克服。其次，父母不断鼓励说：“如果你肯花功夫去
做一件事情，总会成功。”

我 11 岁时，和我一起的同班同学中不少都说不想弹钢琴了。这时
候，我问自己：“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让我停止弹钢琴呢？”过了几年，我
终于有了答案。弹钢琴让我受益颇多——我的各科成绩提高了，我的反
应速度快了。比如，钢琴考试要求把曲子背下来，我养成习惯后再有需
要背诵的内容就容易多了。而且，音乐给我带来了不同的享受。

在学钢琴的路上，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向前走，我很感谢他们。我
还要感谢我的钢琴老师，没有她的坚持，我的钢琴水平不会有这么好。
去年，我遇到了钢琴家郎朗，真的是十分幸运。

如今，我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不会被困难打败。因
为，无论做什么事，不要轻言放弃，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

（寄自加拿大）

中文计划纳入沙特所有教育阶段课程

中东“汉语热”再升温
本报记者 叶 子

我与中国老师的故事
苏 轼

亦师亦生：
在孔子学院的
双重体验

李立仁李立仁

搭建中国和世界交流之桥
居 峰

莫要轻言放弃莫要轻言放弃
胡可茔 （13岁）胡可茔 （13岁）

徐老师 （左三） 和尹老师 （左四） 与苏轼 （左一） 的兄弟
姐妹在一起。

沙特阿拉伯近日宣布，计划将汉语纳入
该国所有教育阶段课程，使教育更具多元性。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全球热度不减，如
今又将迎来一波来自中东的“汉语热”。

2018 年 4 月 20 日，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开放日活动。图为作者
（右四） 在活动上的留影。

2018 年 4 月 20 日，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开放日活动。图为作者
（右四） 在活动上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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