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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留学生王晓乐
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汉语老师，
架起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沟通
的桥梁；喀麦隆留学生杜迪为
了实现“让更多人领略汉语的
魅力”这个目标，已经奋斗了
9 年……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下，沿线国家兴起汉语
热。来自这些国家的青年留学
中国，收获友谊，人生的轨迹
也发生了改变。

右图：浙江师范大学留
学生乐队“歌于途”成员在
一起。

学好汉语，回报自己的祖国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初夏的夜晚，浙
江师范大学北山坡上传来悠扬的歌声，一场“草野音乐会”正在进行。
这场音乐会由浙江师范大学留学生乐队——“歌于途”举办，乐队成员为
来自莫桑比克、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的留学生。乐队名“歌于途”也大
有讲究——寓意着成员们在学习汉语的旅途中一路相伴、一路欢歌。
“ 《至少还有你》 是我最喜欢的中文歌，歌词简单，但充满韵律美。”来自
乌兹别克斯坦的夏婉是这首歌的主唱，目前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音乐和汉语学习让我们成了家人。”乐队队长、来自
哈萨克斯坦的音卡尔说。
“汽笛声是我童年的节奏，我的梦想就是去铁路尽头……”来自坦桑尼亚的
留学生王晓乐，家住坦赞铁路旁。他用 3 个月时间填词谱曲创作出 《坦赞铁路
之歌》，道出了他对中国的感谢。
“我看到家乡通了铁路，也看到中国设计师帮助我们建起楼房，就连我使用
的智能手机也产自中国。”王晓乐说。
王晓乐告诉笔者，已经尝试在坦桑尼亚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汉语教学视频，
以让更多的非洲同胞拥有学习中文的机会。
“根据我们的统计，浙师大半数以上留学生希望学好汉语，回报自己的祖
国。”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院长、“一带一路”青年汉学家联盟发
起人王辉说。

11 年前，龙泰华第一次走进义乌小商品市场，打算给家人买点礼物。在逛
商场的过程中，他发现不少外商会遇到语言不通、对贸易环节规则不熟等困
难，便想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义乌开展自己的事业。
2011 年，龙泰华本科毕业，他一边在义乌一家贸易公司上班获取商贸经
验，一边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半年后，龙泰华开了一家贸易商行，主要经
营日用百货、五金制品、服装家具的批发等。
经过 8 年的发展，龙泰华的商行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进出口服务体系，形
成了以埃及为主，辐射周边地区的生意版图。

在家乡播撒汉语种子
来自喀麦隆的杜迪是浙江师范大学 2015 届毕业生。
2011 年，
他从喀麦隆马鲁阿
大学毕业，
成为第一批被喀麦隆中等教育部分配到中学教授汉语的本土教师之一。
杜迪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本土汉语教材缺乏，喀麦隆所有中学都只能
使用 《跟我学汉语》《快乐汉语》 等通用教材。但这些教材并不完全适合喀麦隆
当地的汉语教学状况，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2013 年至 2017 年，杜迪在浙江师范大学、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和马鲁
阿大学的帮助下，集多方之力，编撰完成了本土汉语系列教材 《你好喀麦隆》，
该教材成为喀麦隆唯一指定汉语教材。
如今，作为喀麦隆中等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杜迪主要负责汉语教学政策规
划、编写教学大纲等工作。
杜迪表示，让更多人领略汉语的魅力，传播中国文化是他的梦想，也是他
未来努力的方向。

汉语带来新的机会

让更多人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在中国这 5 年，我常去义乌。”也门留学生、浙江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生穆德说。
2018 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越南女孩裴玲从小就爱看中国古装剧，也因此
据穆德介绍，随着中也两国贸易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商到义乌采购商品， 动了到中国留学的念头。“2013 年，热播电视剧 《甄嬛传》 中的‘惊鸿舞’令我
需要大量商务汉语人才，而他的本科专业正是商务汉语，因而有了用武之地。
惊艳，便决定到中国留学。” 裴玲说。
这段经历也让他重新规划未来。在本科毕业后，穆德并未立即就业，而是
幸运的是，裴玲申请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愿到浙江师范大学攻读社会
选择留在浙江师范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工作硕士。
“去年 3 月，我到义乌一家贸易公司实习。当老板带着我去和客户谈生意
刚来中国的裴玲参加了“梦行浙江·传统舞蹈比赛”活动，并开始了为期两
时，项目负责人突然离开，而我只是个汉语翻译，无法满足客户‘马上完成一
个月的训练。“虽然白天学习、晚上排练、每天的睡觉时间不到 6 小时，但我乐
份项目分析报告’的要求。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便萌生了继续
在其中。” 裴玲说。
学习的想法。”穆德说。
“感谢‘一带一路’倡议，让我有机会到中国留学，有机会亲近中华文
同穆德一样，曾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埃及留学生龙泰华和义乌也有着不
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让裴玲决定从社会工作专业转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解之缘。
“我想做一名汉语教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冈崎友美：不管多难都要学会这门语言
刘紫雯
的日常交流还是以日语为主。”所以，在上大学之
语比赛和演讲比赛。即使在假期回到日本，她也尽
前，冈崎友美只会用中文问好。
量用中文和妈妈对话。在冈崎友美看来，学习语言
在日本，冈崎友美就读于关西外国语大学，主
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主动，多和别人交流。
修英文和中文。最终使她下定决心学中文的，是来
对冈崎友美来说，中文语调是最难学的。因
自于她读高二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放学她看
此，每学一篇中文课文，她常要反复听几十遍，模
到两个穿着汉服的中国女孩在街头弹古筝，当时就被
仿每一个字的发音和语调。不过，冈崎友美表示，
吸引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弹的是什么曲子，但弹奏
虽然语调难学，但也最有意思。“中国不同地域的口
的场景很美。”也是在那时，冈崎友美决定要学中文。 音都不一样，这很有意思。”
“小时候，我不太喜欢中文，因为觉得太难了，不敢学。
虽然冈崎友美越来越喜欢中文，但她也坦言，
看到那两个女孩弹古筝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难 ‘每次看中文材料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都要学会这门语言。”

一篇课文听几十遍
冈崎友美 （中） 和友人在天津合影。
冈崎友美是天津理工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去年
到中国学习中文。“希望将来能从事中日经贸相关的
工作。”她正在为实现未来的目标而努力——申请读
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如果顺利，今年 9
月就能入读。

高二决定学中文
因为母亲是中国人，在很小时，冈崎友美就接
触到了中文。“我母亲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我父亲
的。” 冈崎友美笑着说，“小时候妈妈教我中文，但
因为我们生活在日本，爸爸的中文也不太好，家里

为了学好中文，冈崎友美先到美国欧道明大学
交换学习，后到天津理工大学学习。去年寒假，她
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五级。
冈崎友美的朋友田慧告诉笔者，如今冈崎友美
的中文水平非常高，发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的
发音很地道，连儿化音都会说了。”田慧说。
但这背后是冈崎友美的不断努力。她为了学好
中文，会到不同的学校“堵截”中国学生，和他们
交流，田慧就是被冈崎友美主动搭话认识的。“当时
我和同学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冈崎友美过来跟我说
她是天津理工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想和我们一起交
流学习。那时我觉得她特别可爱，正好我也是日语
系的，就互留了联系方式。”田慧说。
虽然冈崎友美已可以自如地用中文进行交流，
但她为了继续提升中文水平，仍然积极参加各种汉

全美孔子学院注册学员数累计达两百余万人次

音乐和汉语让我们成了家人

学汉语让未来有更多选择

“要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
徐海铭
在意大利南部坎伯利亚大区，有一座城市叫贝内文托
（Benevento），市中心有一所私立小学——“双语小学”。校长约瑟
夫先生今年 70 岁，是这所小学的创办者。学校成立至今已有 15
年，就读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自 2011 年起，这所私立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学
生从最初的几名到如今的 250 名，就读年级从 1 年级到 5 年级。汉
语是这所小学的必修课，每位学生需每周上 3 小时汉语课。最初，
学校只有 1 名非专业汉语教师，如今已有 1 名意大利本土汉语教学
硕士、1 名中国老师和 1 名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院派出的汉语教师
志愿者。今年 5 月 11 日，全校有 100 名学生参加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
当我问约瑟夫校长为何始终如一地坚持汉语教学时，他回应
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和西班牙语课，但作为教育者应该具有远
见，要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才让小学生学习汉语。约瑟夫
校长希望通过开设汉语课培养学生了解中国的兴趣，因为学生们
将来可能会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此外，开设汉语课既可以让
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也可以让学生在未来多些发展机会。
2010 年夏，约瑟夫随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院组织的中学校长
团访问中国，中国的高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从中国回来
之后，约瑟夫决定在学校开设汉语课，并自筹经费。期间，他遇
到了很多困难，可约瑟夫没有放弃。随着学校汉语教学日渐成体
系，加上孔院给予的大力支持，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越来越
浓，学习人数也越来越多。如今，几乎全部家长都支持开设汉语
课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参 加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的 学 生 越 来 越
多，考试人数从最初的 3 人发展到如今的 100 人。
约瑟夫的努力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当地政府和民众对汉语教学以及与汉语相关的文化活动均鼎力支
持。今年 5 月，中国南京几位工笔画家的作品在当地展览，在那不
勒斯东方大学孔院的协助下，当地政府免费提供了最好的展馆供
画家展示作品，双语小学高年级学生担负起了现场讲解任务。看
到这些学生不仅对中国画有所了解，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在现
场参观的民众都称赞双语小学的多语种教育理念，并感概汉语教
学为当地吹来了“好风”。

感受生活气息
冈崎友美喜欢旅行，每一次旅行都加深了她对
中国的喜爱。“旅行之后我才理解了什么叫地大物
博。” 她说。
除了中国的风景，冈崎友美还喜欢中国菜，最
喜欢吃包子、饺子和麻辣香锅。奶茶也是她的心头
之爱，甚至在假期回到日本，会因为喝不到喜欢的
奶茶而失落。
谈及在中国发生的最有趣的事，冈崎友美说很
享受购物时讨价还价的过程。“感觉非常有生活气
息，也很有趣。” 她笑着说。
田慧还记得第一次带冈崎友美到外贸商场购物的
场景。
“我告诉她可以还价，然后她就用中文反复跟老
板说
‘我们学生没有钱……’
还价成功，
她特别兴奋。
”
冈崎友美经常和田慧一起出去玩，
她教田慧日文，
田慧教她中文。
“我会让她教我大阪话或一些日本年轻
人的常用语，
我也会教她中国的流行语。
”
田慧说。

全美中文大会在美国圣迭戈举行

一带一路助推汉语热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从孔子
学院总部获悉，日前，作为北美地区
规模最大的汉语言年度盛会，主题为
“走向全球化的未来”的第十二届全
美中文大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
迭戈拉开帷幕，来自美国各地以及其
他 8 个国家的 1300 多名汉语教师、教
育官员以及行业专家参加大会，共同
探讨文化语言交流的意义，分享汉语
教学实践经验与成果。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箭
飞在致辞中表示，全球教育理念让
人们更加认识到中文教学的重要性。
据马箭飞介绍，十几年来，全
美孔子学院注册学员数累计达 200 多
万人次，向美国学生提供 1300 多个
奖学金名额，组织 2.2 万余名教育工
作者和学员访华，为促进中美两国
人民相互理解和人文交流作出了贡
献。他指出，来自中国的老师们不
远万里到美国参与并支持当地中文
教育工作，也得到了美国学校、同
事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他们也把在
美学到的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回
到国内的工作岗位上，应用到教学
实践中，这是全球教育国际合作的
生动写照。
马箭飞表示，孔子学院总部将
确保孔子学院继续坚持教育宗旨，
遵照各国教育传统和全球教育理
念，尊重所在大学办学自主权，公
开透明，合法合规，继续为各国民
众提供一流的中文教学服务，继续
为全球教育作出贡献。
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安东尼·杰
克逊在致辞中说，美国学生对于外
部世界、尤其是亚洲仍然缺乏了
解。语言学习是了解其他国家文化
与历史的途径，必须大力加强美国
的汉语教学，这也将有利于美国学
生的成长。
杰克逊表示，他们的重要工作
之一就是使更多美国各界人士充分
认识到中文学习的重要性，使更多
人受益于中文学习和全球化教育。
美国大学理事会全球高等教育负责人詹姆斯·蒙托亚也强调了
汉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全球化教育的成果将成为学生们
一生的宝贵财富。
据悉，本届大会由孔子学院总部、美国大学理事会和美国亚
洲协会联合主办。

今年 5 月，双语小学学生在汉语水平考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