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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语热”不断升温

近年来，美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快速增加，已有 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

人数已超过 16万，是 6年前的 8倍。高校选修汉语的学生人数稳步上升，奥巴马总统关于未来 4年内 10万美国

学生留学中国的倡议正在组织落实。汉语教学发展前景乐观，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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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协会的统计数据，

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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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

起，美国高校选修汉

语的学生人数稳步

上升，增长率在所有

外语类中仅次于阿

拉伯语，排在第二

位。近几年来许多中

小学开设了中文课。

国家安全基金会已

经组建了多个中文

旗舰中心，“星谈”计

划已经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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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留学中国

倡议，有关方面正在

组织落实。“汉语热”

方兴未艾，中文教学

发展前景乐观，但也

存在不容忽视的挑

战。

首先，从总人数

上看，美国大学里选

修中文的学生总人

数还远远少于西班

牙语、法语、德语等

传统意义上的“外

语”，这个情形，与中

国目前在世界上的

政治经济地位，与中

美之间蓬勃发展的

经贸交流需求，与中

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是极不相

称的。汉语学生的增

多，课程的发展，汉语

与其他语种之间差距

的缩小和关系的调

整，应该被理解为汉语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

外语教学中地位的正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

势。我们为这一趋势感觉鼓舞和欣喜。但是也

要认识到，汉语要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强势

语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什么时候汉语

成了大学里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强势语

言，汉语的地位才真正完成了正常化。

其次，美国汉语教学仍然存在着简体

字和繁体字的争议。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

周质平教授在第一届国际汉语会议的报告

中所指出的：美国大学的汉语教学，还没有

达到起码的“书同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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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兴起的中

文学科大多在其初级汉语的教学中以简体

字为主导，但中文历史较长的学校仍然坚

持几十年来的作法，在一年级的教学中使

用繁体字。周质平教授曾经指出：繁体字曾

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但上世纪
('

年代以

后，简体字就成了中文书写的规范体。从历

史的、发展的、世界的眼光来看，简体字尽

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始终代表着现代

和未来，代表着汉字发展的方向。我认为所

谓“由繁入简易，由简入繁难”的说法站不

住脚，缺乏学理的论证和研究的支持。现代

化的原则就是简单化的原则。如何减轻学

生在汉字学习中的负担，让他们每天看到

自己的进步和投入时间的回报，从而维持

选课学生相对理想的升级率，是高校汉语

教学的一个重要挑战。希望不必等得太久，

美国大学的汉语一年级都只教简体字，就

像拼音在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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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逐渐基本取代了

注音符号一样。

最后，“汉语热”促使选修汉语学生人

数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高校院系内

部的资源再分配。如何在高校普遍资金短

缺的大背景下，鼓励学校的决策人士保证

对汉语的投入，是一个十分需要技巧的敏

感问题。大学里选修汉语的学生人数，在中

国热和汉语升温的背景下仍然低于其他主

要外语语种，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学的汉语

课程开得太少。唯有等到汉语在中学里像

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一样普及，大学的中

文课程才能获得足够的生源。这方面也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汉办邀请美国的中小学

校长和县教育局有关人士访华，派出教学

志愿者，在中小学办孔子课堂是好主意。希

望每一所孔子学院，都能与所在高校的中

文部携手合作，在汉办的支持下，共同创造

海外中文教学的新局面。

（作者为乔治梅森大学语言系中文部主

任、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教育院长）

走进约翰·伊顿小学
张 旸 范丽雅

约翰·伊顿公立小学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
这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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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设立汉语教学项目，是较早与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
办）建立合作，展开汉语教学项目的学校之一。在
约翰·伊顿小学，中文是最重要的一门外语课程，
从学前班开始至小学五年级，学生们每周至少要
上一节中文课。

日前，笔者走进这所小学，参观了汉语教学课
堂，采访了校长、老师和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感受
这份浓浓的“汉语热”。

在校长室里，墙上贴着彩色的中文“约翰·伊
顿欢迎您”，以及校长的中文名字“戴尔·曼恩”。
学校的走廊上，中国文化元素比比皆是：带有中国
风的学生剪纸作品、大熊猫的可爱涂鸦、算盘的介
绍、青花瓷和中国结的照片……看到有中国人来，
孩子们都露出笑脸，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你好，
你好！”

走进一间三年级的教室，记者看到不仅有穿
着中国服饰的洋娃娃、七巧板等教具，连课程表和
教室纪律都是用中文写的。有心的班主任老师，
在每个学生的作业本封皮上，写上了他们的中文
名字，像“杰西”、“阿历克斯”、“麦可”等等。得知
记者从中国来，学生们特意为我们集体演唱了儿

歌《两只老虎》。
在约翰·伊顿小学任教的国家汉办公派汉语

教师韦薇说，学生们对学习中文很有热情，虽然目
前有一些汉语教材可供参考，但一般她都是自己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教学的方法和内容，既让
学生们尽量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也对中国文化
有一定的了解。

记者旁听了韦薇老师给一年级学生上的汉语
课。“十一、十二、红色、绿色、猴子、蛇”孩子们围着
老师，用中文说出数字、颜色、动物等。一堂课下
来，学习气氛很活跃，每次老师提问，几乎所有同
学都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流露出对学习汉语的浓
厚兴趣和热情。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可以教授一些数字、天

气、水果、动物等简单的词汇。到了高年级，就可以

说些短的句子，阅读短篇的文章。应家长要求，有
时我会教授孩子们特定情景下的中文对话，例如
购物、问路、点菜等。”韦薇老师说。在学校里，校
长、项目负责人和其他科目的老师也都积极配合
韦薇老师的汉语教学工作。例如，有位班主任经常
用英文给学生讲述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中国传
统故事，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

为满足学生和家长对汉语教育的需求，韦
薇现在不仅担任约翰·伊顿小学的汉语教师，还
在自己工作之余到其他的公立小学做课后汉语
辅导。另外，有些家长还邀请她为孩子做汉语家
教。

目前约翰·伊顿小学正在申请开办孔子课堂，
以获得更多的汉语教学资源，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汉语项目。当被问及开设汉语教学的原因时，校长

戴尔·曼恩表示有三个方面，一是社区内有越来越
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年幼时接触到更多
的语言，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迅速、全球影响力
不断上升，学习中文对孩子们的未来会有很大的
意义，三是约翰·伊顿小学本身的办学宗旨就是培
养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因此越早让孩子接触英语
以外的语言越好。

中文教学已经是约翰·伊顿小学的一大特色，
成为有些家长为孩子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一位
学生家长向记者表示，让孩子学习汉语是出于对
孩子未来的考虑，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特
别是经济上的往来日益密切，学习汉语可能会有
助于孩子的发展。

戴尔·曼恩校长认为，在华盛顿地区，开设中
文课程的中小学校还不够多。家长吕德斯夫人对
记者说，她和丈夫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才给女儿找
到一所合适的有中文课程的小学。吕德斯夫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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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养了中国江西的一名孤儿并将其带到
美国抚养。如今已经

*

岁半的女儿利伯蒂是约翰·
伊顿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和丈夫对中国文化很
感兴趣，女儿也很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所
以我们想让她坚持学习中文，更加了解中国。”吕
德斯夫人说。

传播汉语的民间力量
张 旸 范丽雅

据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不完全统计，目前美
国有超过

$''

所中文学校。这些中文学校多为
非营利性机构，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华裔人士自
发组织创办，宗旨是联络、服务在美国各地的华
人社区，弘扬中华文明，教育华裔青少年记住自
己的“根”，帮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促进
美中教育文化交流和美中民间的友好往来。

早在
)

年前第一家孔子学院落户美国前，
由当地华人华侨创办的中文学校就已经遍布
全美了。这些中文学校根植美国本土，不断茁
壮发展，可称得上是海外传播汉语的重要民间
力量。

希望中文学校是大华盛顿地区规模最大的
中文学校，该校创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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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目前已发展成
为拥有

*

个校区，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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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员的学校。“这
所中文学校最初成立时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希
望中文学校盖城校区的前任校长王鹏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

希望中文学校主要在周末开班，教学以学
生语言背景为依据主要分为两类，即纯中文班
和双语班。其中纯中文班涵盖了学前班以上的
%$

个年级，而双语班主要针对非华裔背景的美
国青少年。除了中文，学校还为学生们开设舞
蹈、管弦乐、球类和武术等有中国文化元素的
课程。

王鹏说，开办中文学校不能盈利，老师大多
是业余时间志愿教学，虽然辛苦，但却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要教育我们华裔的
子女传承和保护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保持
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华裔青少年也是美国民
众，尤其是美国年轻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有
助于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他说。
“近几年学习汉语的需求正在不断上升。随

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侨民的民族自信
心也日渐提升，因此，他们更想把中国的文化和
悠久的历史传承给后代，同时也介绍给更多的
美国民众。”王鹏表示，中文学校与美国当地社
会结合更为紧密，也让美国人更方便地了解中
国的语言和文化。

由于中文学校完全是民间组织，现在的发
展仍面临着一些管理和教学方面的问题。王鹏
表示，首先，中文学校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和
汉语老师；其次，在海外青少年汉语教学领域，
缺乏专业理论的支持，教材的选择、教学效果
的评估、学生汉语水平的测评，这些方面都存
在很大的研究空白。因此，有些教学并不能取
得很理想的效果。“语言教学是一个涉及面广
的领域，我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能和中
国小学语文协会等专业机构有更多的合作。”
王鹏说。

“大白熊猫”的汉语情结
范丽雅

哈里·马蒂森是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的哲
学和文学教师。他真正开始学习中文是在

(+

岁
的时候。可是学习中文这个梦想，却早在他

%(

岁时就已经在心底种下。当时有位老师把孔子、
老子和孟子经典著作的英文版介绍给他们，年
轻的哈里被老子《道德经》中无为、出世的思想
深深吸引，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习中文和中国历
史。不过哈里并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后来他在纽
约福德汉姆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毕业后作为
摄影师在拉丁美洲工作了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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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命运没
有这样安排，而是把我送到了拉丁美洲。”哈里
感叹道。

从拉丁美洲回到美国后，已为人父的哈里
曾找到一所周日开设中文班的高中，希望能实
现多年的中文梦想，但后来却因为工作繁忙不
得不放弃。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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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里在网上无意间看
到北京语言大学开设暑期中文培训班的广告。
“招生广告上说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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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学习者，我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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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我想我要尝试一下。”最终哈里被录
取，作为一名学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
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中文学习。

采访中，哈里拿出自己在北语学习时所写
的日记，里面清楚地记下了他学习中文的点点
滴滴，包括第一节语音课上老师是如何教他们
舌头定位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是哈里学会

写的第一句中文，他说当时看到自己竟然能写
中文，心里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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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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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暑假，哈里分别又在昆明
和海口学习了几个月的中文。这期间，哈里曾到
大理、丽江等地旅游。从丽江到北京的火车之旅
被哈里形容为“美好的经历”。尽管路途遥远，而
且坐的是硬座，但哈里说这次旅行使他接触到
了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人民和民心是最
重要的。”哈里说。

哈里并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他的一位中
国学生的父亲在看到他之后，觉得他既高又白，
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白熊猫”，哈里很喜欢这
个幽默的名字，而他家里也摆满了各种有熊猫
图案的装饰物。

现在哈里还是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
学员，每周坚持上两个小时的中文课，“老师都
很优秀，进程很快”，他非常满意目前的学习状
况。哈里现在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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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汉字，但还不太会书
写，只能用电脑通过拼音打字。当记者夸他“坚
持不懈”时，他马上把这几个字打进了电脑，作
为自己的词汇积累。哈里对自己信心满满，他告
诉记者自己正在翻译《毛主席语录》，因为他对
中国革命很感兴趣。
“我今年年底还要去中国，最好去一个完全

没有英语的地方。”哈里满怀憧憬地说。

电子信箱：
./012345367386597:59;

本版图片均由张旸、范丽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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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三年级学生跟着老师用汉语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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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伊顿小学校长（右一）、中文教师韦薇（右二），以及其他两位老师。

约翰·伊顿小学的一份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