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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乌克兰的曾子儒，目前是
同济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他上大学时才开始接触中
文，现在中文已经说得像母语一样
流利，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中国诗词大会》 比赛。他是怎么
跟中文结缘的？学习中文的经验对
小学生会有什么启发……带着这些
问题，笔者采访了曾子儒。

曾子儒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
兴趣，觉得中国的文化跟乌克兰的
文化很不一样，非常神秘。“另
外，我当时觉得中国这几年的发展
非常迅速，所以就想，如果能学好
中文，我未来的发展机会就会很
多。于是就决定学习中文。”曾子
儒说。

6 年之前，他如愿进入了基辅
国立语言大学中文专业读本科，开
始了中文学习之路。

谈到学习中文的方法，曾子儒
告诉笔者：“刚开始学中文时，我
的发音不好，为了让我的发音更接
近中国人的发音，我就看中国电
影、电视剧。然后去模仿电影或者

电视剧里中国人的发音，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直到现在我还在坚
持。此外，在学习生词时，当我遇
到一个新的生词，我不仅要求自己
记住这个生词，还用这个生词造
句，再根据这句话设计一个日常生
活场景。当在现实中遇到同样的场
景时，我就用之前准备好的句子进
行交流。这样我不仅记住了一个生
词，还将其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但在曾子儒看来，学好中文最
重要的是要付出足够的努力，花足
够的时间去学习。“学习方法固然
重要，但只有和认真的学习态度结
合起来，才能有理想的效果。”

参加《中国诗词大会》让不少
人认识了曾子儒，也让他收获满
满。“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中国各地
的朋友，他们都对中国古诗词有很
深的热爱和了解，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很多关于诗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
知识。这可以说是我最大的收获。
和他们在一起，我也体会到了中国
诗词、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曾
子儒说。

学科层次不断提高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在揭牌仪式上说，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繁荣对汉语国际教育学科
建设提出了新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学科建设
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
设的视野不断拓宽。汉语教学的研究领域不再
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二是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凸
显。三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办学层次和学科层次
不断提高。“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背景
下，汉语国际教育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学科地
位，力争将汉语国际教育建设成为一流学
科。”刘利说。

孔子学院总部党委副书记于天琪表示，从
去年开始，孔子学院总部在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着力打造研究队伍，
广泛吸纳专家学者的参与，已有初步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等在教育行业的
落地应用，科技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增添了

新的助力。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
会上，智慧汉语课堂、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等不
少助力汉语学习的科技亮相孔子学院新技术应
用展与汉语教学资源展。

相关业内专家表示，科技不仅有助于拓展
语言学习的途径，比如解决国际汉语教育资源
不均、师资短缺等问题，还有利于推动教学手
段的创新，比如融入到教学内容筛选、课程组
织实施和测试评价、收集学习数据、推荐个性
学习方案等环节。

着力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

刘利指出，在汉语国际教育进入快车道的
同时，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学科建设，都面临着
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汉语国际教育作为
一个新的学科，学界对学科内涵和定位问题的
认识仍有争议，尚未形成共识。

刘利认为，首先要着力推动学科理论建设。
汉语国际教育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部分，应
该积极融入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的主流。虽然汉

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同时具有世界上
任何一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共同规律。
因而，汉语国际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上，不
仅要充分吸收和借鉴来自国外的理论和方法，
更要在借鉴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
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其次，要着力推进学术
创新。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应当瞄准世界语言教
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产出更多具有前瞻性、引领
性和跨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则提到，要着力培养
本土化汉语教师。在他看来，基础教学阶段由
本土汉语教师承担教学任务有利于实现汉语教
学的目标，因为本土教师相对更了解当地学生
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更懂得当地学生的学
习心理，在汉语教学的过程当中也能更好地将
汉语和学生的母语进行对比教学。

孔子学院总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汉语教师队伍的本土化、专业化、职
业化是孔子学院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此
外，坚持与所在大学学术发展目标相结合，与
所在国外语教学规范相结合，使汉语教学更加
贴近当地思维、贴近当地习惯、贴近当地接受
方式，这些都让孔子学院更“接地气”。

我爱做饭，无论是中餐还是西
餐，我都喜欢做。当食材摆在我的
面 前 ， 让 我 任 意 发 挥 、 创 新 的 时
候，我就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邀请
了一位好朋友到家里包饺子。她是德
国人，在来我家之前还没吃过饺子。

到我家后，妈妈把提前准备好的
面和馅儿交给我们俩，希望我独立当
一回老师。我便细心地教这位好朋友
怎样擀皮，怎样把饺子包起来。虽然
她包的饺子外形不是很好看，里面的
馅儿也很少，但毕竟是第一次包饺
子，我们都有一种成就感。

中国同学到我家时，我会做西餐
来款待她们。我做得最拿手的就是三
文鱼配土豆泥和菠菜酱。新鲜的三文
鱼用油和盐在锅里煎，既要煎熟又不
能煎得过火。煎好的三文鱼里还有很
多汁，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顿时，

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暖流，觉得生活是
多么美好啊！

土豆在西餐中可谓是百搭。新鲜
的土豆下锅，要煮到叉子可以不受阻
地插进去。趁热去皮，接着用叉子把
它一点一点地碾碎，然后往里面加一
点黄油和鲜牛奶提味儿。每当做到这
儿，我便有一种小孩子迫不急待先尝
两口的冲动。菠菜酱是先把菠菜煮
熟，再打成泥状，然后往里面加入适
当的牛奶和黄油，还要放上几粒蒜
瓣和盐。之后重新放入锅中，去掉
水分，再出锅装盘，就变成了柔柔
绿绿的菠菜酱。这也是我的中国朋
友很喜欢的一道菜。

记得在去年，我所就读的学校举
办了一个历时办了一个历时 44天的音乐节天的音乐节。。学校需学校需
要学生和老师的家庭接待那些从世界要学生和老师的家庭接待那些从世界
各国来参加音乐节的学生各国来参加音乐节的学生。。我们家接我们家接
待了两个德国女孩待了两个德国女孩，，其中一个是素食其中一个是素食
主义者主义者。

两个女孩第一天到我们家，我和
妈妈为她们准备了一顿传统的中式晚
餐——蔬菜炸酱面。配菜有翠绿的黄
瓜、橙色的胡萝卜和深红色的紫菜头
丝还有豌豆，再浇上一勺浓浓的炸
酱，五颜六色的。

两个女孩是第一次看到炸酱面两个女孩是第一次看到炸酱面，，
她们好奇地看着她们好奇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吃不知道该怎么吃，，
也不会用筷子也不会用筷子。。我只好一点一点地教我只好一点一点地教

她们筷子怎么拿。她们学得挺快，很
快就可以拿着筷子夹起面条。美味炸
酱仿佛有魔力，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
间的距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相处得
轻松愉快。春卷、炒饭 ……简单美
味的中国美食每天都会带给她们新
的惊喜！连她们自己都没有想到，4
天以后，已经彻底地爱上了中餐，
知道了即使用素食食材，中餐也能
如此美味。

做饭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刚开
始做饭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如果做
完饭后厨房很乱，被吃饭的人看到会
影响大家的胃口，不管花了多少时间
制作的精致美食都会打折扣。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我渐渐地学会了在
做饭的过程中就把厨房收拾干净，这
样也节省了做完饭收拾厨房的时间。

我喜欢美食，喜欢做饭。通过
做饭，不仅让我品尝到了美食，还
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让我的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做饭也让我学会了
如何管理时间。中国的美食非常丰
富，我现在会做的中餐还不多，所
以我要好好学习中文，多了解中华
文 化 和 中 华 美 食 ， 把 中 餐 做 得 更
好，帮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中
国、喜爱中国。

（寄自德国）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西班牙巴塞
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有自己的校歌。这样
是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加规范，更是为了
激发孩子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

我从1995年开始从事华文教育，对校
园文化的作用体会尤为深刻。最初的华文
教育都只是简单的识字教育，方块字和汉
语拼音对于在西班牙当地土生土长的华
裔青少年来说，学习难度很大，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不大。后来学校办了兴趣班，举
办了一些文艺表演活动，这种状况得到了
改善。

2014年7月，“共庆中国年·节庆文化
走进巴塞罗那”活动在巴塞罗那孔子文
化学校举办，时任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院长谷玉梅教授对我说：“你们学校办
得那么好，应该有自己的校歌。你写歌
词，我给你谱曲”。在她的鼓励下，我尝
试着写校歌，但一直没写出让自己满意
的歌词。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源于偶然。今年
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不经意间听到了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这首歌。那一
刻，我的心被深情的呼喊震撼了，也被
歌词传达出的对故乡的真情感动了。那
一刻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想起
了自己的父亲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母亲。。突然突然，“，“梦中的故梦中的故
乡乡”“”“远方的家远方的家””在我的脑海中跃然而在我的脑海中跃然而
出出。。没等听完歌曲没等听完歌曲，，我就回到书房打开我就回到书房打开
电脑电脑，，写下了如下歌词写下了如下歌词：：父亲说父亲说，，我们我们
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母亲说母亲说，，那是梦那是梦
中的故乡……孔子文化中的故乡……孔子文化，，指引着回家的指引着回家的
方向方向。。我们爱巴塞罗那我们爱巴塞罗那，，更爱梦更爱梦中的故
乡，远方的家。

当晚，我把歌词发给曾带过我们学
校合唱团的老师、远在武汉的张红侠。
我在微信中跟她说：“这是我听了《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 后有感而作的歌词”。
发给她本是征求意见，没想到过了不
久，张红侠告诉我，已谱好了曲。“作曲
的是我的闺蜜、现旅居澳大利亚的‘小
河’。请她谱曲是因为她旅居海外，与你
会有共同的感受。”张红侠说。

谱好曲后，张红侠邀请武汉音乐学
院男中音歌唱家周建良教授进行了试
唱。记得那天一早，看到张红侠的微
信，我打开了视频，里面传来了周教授

雄浑的歌声，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校歌出来后，张红侠肯定了我的激

情，同时委婉地跟我讲了歌词创作的基本
常识，讲了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处理，讲了
主歌和副歌的关系，她的话让我感到愕
然。张红侠对我说：“歌词是不是请黄念清
老师润润色。”我说：“那当然好。”

张红侠提到的黄念清老师和我相识
于 2018 年春，当时，湖北儿童音乐剧

《命大福大的蛋宝宝》在巴塞罗那的演出
取得了巨大成功，孩子们的反响非常
好。因为“蛋宝宝”，有了之后我和太太
的“荆楚大地行”。在此次湖北之行中，
我有幸结识了著名词作家黄念清。

今年 3 月，我和太太再次来到武汉，
和黄念清、张红侠、孙俊就校歌进行了
认真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校歌的
最后版本。这首校歌歌词不是我个人的
作品，而是大家心血的结晶。

校歌在学校的“微信平台”发布后
好评如潮：“《梦中的故乡远方的家》唱
出了海外游子的心声。”“词曲优美，歌
声动听，旋律流畅，游子真情，好歌好
听。”“这是一曲深深打动人心的思念故
乡 、 抒 发 真 情 的 歌 ， 聆 听 后 感 动 不
已。”…………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一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一
位学生在发给老师的微信中写道位学生在发给老师的微信中写道：“：“老老
师师，，我和妹妹听了这首歌都哭了我和妹妹听了这首歌都哭了。”。”

““学贯中西学贯中西，，不忘来时的路不忘来时的路；；仁爱天仁爱天
下下，，弘扬孔子文化弘扬孔子文化。。我们爱你呀巴塞罗我们爱你呀巴塞罗
那那，，更爱梦中的故乡远方的家……更爱梦中的故乡远方的家……””孩孩
子们天籁一般的歌声常常让我禁不住眼子们天籁一般的歌声常常让我禁不住眼
眶湿润眶湿润。。

梦中的故乡梦中的故乡，，梦中的歌……我有时梦中的歌……我有时
候真的感到候真的感到，，一切都仿佛在梦中一般一切都仿佛在梦中一般。。

全球首家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挂牌成立

汉语国际教育驶入快车道
刘紫雯

日前，北京语言大
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院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全球首家汉语国际教
育研究院挂牌成立。

该研究院的成立
是适应汉语国际传播
新要求的重大举措，将
为相关领域提供国家
级思想库，扩大汉语国
际教育在世界学术话
语体系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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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同济大学与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合作举办了
“小眼睛看大世界”系列活动。活动中，以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为主的外国留学生来到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为师生展示自己祖国的文化风情与民俗风貌。期间，小学四
年级学生郭程程对来自乌克兰的曾子儒进行了采访。

看外国哥哥学中文

多说多练是王道
——访乌克兰留学生曾子儒

美食带给我的快乐
陈彦清 （13岁）

曾子儒 （后排中） 与郭程程 （前排右一） 及其他小朋友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陈彦清的烹饪作品(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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