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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已届“而立之年”的约瓦娜，从塞尔维
亚再次来到河北省邢台市，进行为期一周的医疗旅
游，同时换个环境继续学习汉语。一年前，约瓦娜因
患癫痫病曾来这里治疗，且效果良好，她也通过治疗
了解到中医中药的神奇作用，进而萌发了学习汉语的
念头。

回到塞尔维亚后，约瓦娜就在贝尔格莱德市的孔
子学院报上了名，开始学习汉语，目的就是为了知晓
中医药文化，保健身体。由于学习汉语的目的性明
确，所以她对待学习很认真，也很痴迷，是孔子学院
里公认的好学生。约瓦娜说，现在一天不学习汉语，
就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似的。即使这次来中国进行医
疗旅游，也没有忘记学习。在她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装着汉语作业本和正在读的中文书籍。

约瓦娜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对孔子学院的教学工
作也有了一些了解。她说，孔子学院办汉语学习班，
一般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每期招生3个班，一个班约
20 人，每人学费折合人民币 600 多元，其中还包括书
本费，其实真的不算贵。而且每个班均配备两名老
师，一名塞语老师，一名汉语老师。常常是先用塞语
教学，后用汉语授课，这样的教学形式易于学生听懂
和理解。约瓦娜介绍说，前往孔子学院报名学习汉语
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贝尔格莱德市的年轻人。他们有
的是为了求学，有的是为了工作，有的则纯粹是为了
爱好。她说她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是爱好使她与汉语
结下了不解之缘。约瓦娜表示，学习汉语使她开阔了
眼界。学习汉语很难，但有意思。尽管难，她也会持
之以恒地学习下去。

约瓦娜在这次医疗旅游期间，看到柏乡县千亩长
势喜人的“汉牡丹”，兴奋得手舞足蹈，与牡丹花合影
留念；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纪念馆前的广场
上，看到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在唱她曾学过的“康
定情歌”，感到十分亲切，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在健
身运动场，看到人们在一排排乒乓球台上挥拍锻炼，
也迎上前去交个朋友，打上几拍……约瓦娜说，下次
再来中国，希望去其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多了解
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借此提高汉语水平。孔子的
故乡在中国，汉语的根在中国……能来中国实地走一
走、看一看，是每一个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心愿。约瓦
娜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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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在京举办。图为观众在网络孔子
学院展区参观互动。 赵晓霞摄

日前，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在京举办。图为观众在网络孔子
学院展区参观互动。 赵晓霞摄

我叫巩艾琳，出生在德国。在我只有6个月时，就
开始上幼儿园了。 我的同学、朋友都是德国孩子，平
时在学校和生活中都说德语。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
国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德国人。”

而妈妈总是会纠正我说：“你是生活在德国的中国
人！” 我问：“为什么啊？”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中
国！”

每次我都会很不以为然——我在德国土生土长，
我是德国人。

从 3 岁开始，妈妈每周日带我上中文学校。在那
里，我认识了很多中国小朋友，我们一起学中国字、
跳中国舞、唱中文歌、听中国历史。

慢慢地，我开始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汉字难
写，中文歌很好听，甲骨文很有趣……

中国于我，遥远又神秘。
我 7 岁那年，跟着爸爸妈妈，坐了 10 多个小时的

飞机回到了中国。一进家门，香气扑鼻而来，各种各
样的菜摆了满满一桌子，老老少少一家十几口人围坐
在一起。大人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整个屋子热气腾腾
的。看着红色的窗花，我暗暗想，这儿是中国，是爸
爸妈妈的家乡！

那次，我们去了北京，参观了故宫；去了上海，
看到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去了成都，看到熊猫
快乐地玩耍。这趟中国之行，让我离开时依依不舍。

中国于我，是美食，也是美景。
今年3月放春假，爸爸妈妈工作忙，我还是坚持一

个人回到了中国。舅舅舅妈带着我爬长城，还辅导我
的中文作业；姐姐姐夫带我到大型游乐园。每隔一两
天，姥姥姥爷还会准备一大桌美食。全家人浓浓的
爱，每一天都在包裹着我。

中国于我，是温暖，更是浓浓的亲情。
我属于这个大家庭，我爱家里的每个人！我爱中

国北方的辽阔，也爱江南的细腻。随着我对中国的了
解日益增多，我明白了妈妈的话——我是中国人的后
代，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

我，是中国人！
（寄自德国）

日前，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
学孔子学院成立10周年之际，同时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孔子学院日”活
动， 300多名师生和当地居民参加了
本次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参与者不
仅能近距离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更
能参与互动。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孔子学院日”让中
华文化走近米兰当地居民，走近各高
中热爱汉语、学习汉语的师生，进一
步拉近了当地民众与中国的距离。

图为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
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日”活动现场。

“那里应该有漫山遍野如篝火一般的枫叶吧。”我
在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上幻想着。飞机最终抵达一个叫做
萨斯卡通的小城市，在这里，我并没有看到幻想了无数次
的满地红枫，却体验到了一场从未想象过的幸福之旅。

孔院大家庭的一员

我与另外两名汉语教师志愿者于去年10月11日晚8
时抵达萨斯卡通，走到机场大厅便看到萨斯喀彻温大学
孔子学院一行人来迎接我们。从那一刻开始，我成了孔
子学院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个大家庭里有宗院长 （外方院长） 和刘院长 （中
方院长）。在工作方面，他们会悉心教导经验不足的我
们，在教学方面告诉我们“教无常法”，活动组织方面
提醒我们做事情要有章法。工作之余，两位院长会热情
地邀请我们到家里聚餐，尤其是春节期间的聚餐不仅让

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感受到了过年的喜庆氛围，还感受
到了来自家的温暖。

行政助理丹姐是孔院这个大家庭的知心姐姐。记得
刚到孔院时，她开车带我们新来的教师志愿者去当地超
市采购，让我们熟悉当地生活环境。她还和我们一同游
览校园，让我们熟悉工作环境。

谈到孔院这个大家庭，必须要提舞狮队和舞蹈队，
是我们的文艺表演活动主力军。萨斯卡通常举办各种文
化活动，都会邀请孔院展示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节
目，这便是我们的舞狮队和舞蹈队隆重出场的时候。每
当看到我们的节目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我都觉得特别
自豪。

可爱的学生们

能遇上一群可爱的学生是我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最
幸福的事。

赴任之前，我没有汉语教学实践经验，突然要开
始上不同类型的课程，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一开
始，我要上的课包括网上远程授课、线下实体教学
课。就教学对象的汉语水平而言，有初级的、中级
的，也有高级的。就教学人数而言，有大班课，也有

一对一的小班课。
前期教学处于探索阶段，通过每次上课的情况，我

总结出每门课的特点，寻找出最适合的教学方式。慢慢
地，我发现网络授课十分依赖课件，因为无法展示其他
资料，所以必须要认真、系统地准备课件。一对一教学
则需要注重学生的个人需求与学习特点。我有一名参加
小班教学的学生——60多岁的老教授，因为要到中国访
学，希望学习一些日常中文用语。这位老爷爷学习非常
努力，上课十分认真，课下会根据课堂录音反复复习。
因为他侧重学习基础日常中文交流，我就不能完全按教
材教学，而要列出适合他的教学大纲。

大班教学则需注重互动和趣味性。因为大班学生都
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会在教学中融入一些文
化元素，例如剪纸、写毛笔字。

让我印象深的还有一名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谭显慎
——基本可以用中文和我进行无障碍沟通。他非常喜欢
汉语和中国，一直希望能前往中国读书，今年终于梦想
成真，能去北京读书了。

在加拿大的这一年，我很幸福，因为遇到了那么多
可爱的人。

（作者为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志愿者）

我是哪国人
巩艾琳 （10岁）

我的加拿大汉语教学之旅
周 阳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院走过10年

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周
阳
近
照

科技如何改变汉语学习？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线平台改变学习模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汉语学习和教学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

在语博会举办的同一天，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宣布正
式上线。该平台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先进技术
手段，针对不同年龄、地域的学习者，包括非母语学习
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工具。平台设置了普通
话测试、译学中文等特色模块，如针对海外学习者，在

“译学中文”模块，学习者可以通过语音或文本输入其
母语内容，实时翻译出中文并自动分句。

“平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智能化和个性化。因为融
合了全球领先的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为
每个学习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并支持实时反馈。”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在教育部、国家语委的指导下，以更好地
为广大中文学习者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的全球中文学习
平台于 2016 年底启动建设，在技术承建单位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两年多
时间，平台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为保障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形成资源共建、成
果共享的开放式建设模式，全球中文学习联盟于 10 月
24日正式成立，首批发起单位共 21家，包括人民教育
出版社、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等。

而此前，旨在为各国孔子学院和国内外院校搭建

网络教育云平台的网络孔子学院更是为不少外国汉语
学习者熟知，直播课、原创微课、影视单词课等颇受
学习者青睐。

科技元素融入汉语学习

在科技元素融入汉语学习的探索之路上，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科研成果。面向智能语音教学的汉语中介语语
音多模态语料库研究便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劲松带领
项目组在智能汉语语音教学方面做出的探索。

据介绍，智能语音教学技术指的是这样一种计算机
功能，它能够模拟或替代老师的角色，实施和完成与学
生互动的语音教学工作。这种技术能够评价学生的发音
质量，并以音视频并茂的形式描述偏误产生的原因，指
明修正的方向、引导学生进行正音训练。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技术教学成本低廉，反馈信
息形式丰富、表达生动，易于创造以学生个人进度为中
心、无时空局限的宽松教学环境，所以是解决二语语音
学习难题的有效途径。

中文写作一直是外国汉语学习者面临的一大挑
战。本届语博会展出的“文心”智能辅助写作系统提
出了解决方案。该写作系统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与自然语言处理手段，自动完成作文的智能批改，包
括对原文中词汇和语法错误的精准识别、归类、高亮
显示以及修改建议等功能，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快
速提升。

其实，科技不仅有助于教学手段的创新，从教学内

容筛选到收集学习数据，从课程测试评价到推荐个性学
习方案……都可见科技的身影。

师生互动不可缺

科技可以助力汉语学习是汉语教学工作者和学习
者的共识。

长期在非洲从事汉语工作的喀麦隆国家中教部汉语
总督学杜迪表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汉
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作用越来越显著。现
代信息技术作为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文字、音频、视
频、虚拟仿真等多种媒体向学生传递信息，信息技术和
信息资源已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条件。“喀麦隆是
非洲汉语教学的先行者，目前有160多所学校开展汉语
教学，有 2万多名汉语学习者以及 180多名本土汉语教
师。目前，喀麦隆在充分利用有限信息条件和资源，探
索适当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形成经验，并复制推广。”
杜迪说。

但有业内专家指出，对汉语学习和教学来说，科技
是把双刃剑。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认为，从未来看，现代科技能促
进汉语学习者的独立学习，增加其接触汉语的时间，这
在从前是不能想象的。“但是不要忘记，教学的核心形
式还是老师教。”

相关专家指出，语言习得本身的特点需要人的充分
参与。汉语教学中师生互动非常重要，不能过分依赖新
科技。

“首先点击进入临摹闯关这个模块，屏幕中的汉字会

分成笔画跟随音乐节奏出现，但会转瞬即逝，所以需要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临摹即得分。在临摹过程中，需要注

意整个字的关键点，错过就会减血，血槽为空则挑战失

败……”日前在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

博览会 （下称语博会） 上，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关于产品“写字先生”的有趣介绍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

“觉得像在打游戏，听起来很有趣。音乐也很好

听，让写字没有那么枯燥。”一位在现场观展的来华留

学生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写字先生”是一款以屏幕手写

技术为核心，结合中国书法临摹和新国风音乐的教育游

戏化产品。

类似“写字产品”这样的助力中文学习的科技产品

在本届语博会上并不鲜见。比如柔宇科技最新产品“汉

记”将柔性显示与传感技术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语言

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关于智能语音教学技术的介绍等。

从教学内容筛选到收集学习数据 从学习模式到学习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