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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我的汉语语言学与教学研究历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吴英成教授来我院做交流讲座

12 月 22 日，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吴英成教授

来校做讲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刘淑妍院

长带领学院师生参加本次讲座，讲座由刘

运同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题为“游走于东西方之间—

—我的汉语语言学与教学研究历程”，共

分为“当东方遇见西方、个人语言学学习

历程、个人语言教学与研究、国际汉语教

学专业研究生待拓展领域”等四个部分。

吴教授从“当东方遇见西方”为切入点，

为我们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东方语言学与西

方语言学的不同之处。

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在国立台湾大

学、伦敦大学的求学以及在哈佛大学做访

问学者的经历，用自己的亲身学习、工

作、科研经历，鼓励大家学好专业、规划

好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提问环节，吴教

授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汉语教师的前途

和现阶段汉语教学软件应用题，耐心地给

予解答，与大家分享心得体会。

最后，吴教授呼吁大家，要在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抓住“一带一路”机

遇，和不同学科的同学合作进行创新，利用

“互联网+”，打开汉语国际教育“3.0”时

代的大门。

在座师生被吴英成教授严谨求实的治学

态度和幽默风趣的演讲所折服，吴教授的讲

座让大家大受启发，对自己的专业也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中结束，同学们纷纷上前和吴教授合影留

念。（2018 级中国汉硕生 徐晶芹 文 严俪

摄）

主讲人简介：

吴英成，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英

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学博士，现任南洋

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教授。研

究领域包括：国际汉语教学、全球汉语与汉

语变体、汉英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汉英对

比与翻译研究、华裔研究、教学科技应用。

汉硕“语言、文化、教

育”专题系列讲座

12 月 22 日下午，应同济大学国际

文化学院语言应用研究所邀请，上海财

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王永德教授为

汉硕同学带来了题为“教学实验报告中

的处理方法”的讲座，刘运同教授主持

讲座。

王永德教授首先为我们讲解了教学

实验报告定义、研究对象及实验报告的

结构。在怎么做教学实验报告这个问题

上，王教授建议我们通过实验设计、实

施（怎样收集数据——问卷调查和实验

软件操作数据呈现与分析），最后进行

讨论、结论与应用。

王永德教授以几篇论文为例，为同

学们讲授了一些在写教学实验报告过程

中需要运用的数据分析软件及方法。不

少同学在听讲座过程中对教学实验报告

的撰写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讲座的尾

声就教学实验报告写作的相关问题与王

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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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迎来了“走出

去”的最佳历史机遇。当前世界，文化作

为软实力，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无所不在，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正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追捧。

无论是全球中文热（新民周刊封面报道

《全球中文热》），还是汉文化在东亚文化

圈的复苏，以及中餐走遍全球，无不彰显中

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满足物质享受之余，文化的

重要性逐步显现。一方面，我们坚持文化自

信，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苏醒、激活并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文化走出去新特色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

学教授将中华文化走出去总结为四大突出特

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文化推广的核

心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传播的核心

内容、“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是焦点、孔子

学院未来发展走向引关注。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孙

宜学教授对记者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着眼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

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发展大势，提出的中

国方案。这一方案不是西方式的零和思

维，不是将世界看作势不两立的角斗场，

而是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共赢’理

念，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

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方案是要满园花

开，是要奏响人类共同发展的交响乐。这

是一个新时代大国的责任和使命。 ”

中华文化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仍焕发出勃

勃生机，就是因为形成了恒定的可以作为

中华民族独特身份特征的中华文化，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华文化在新的

历史时期形成的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成果，“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升华”，是中华文化的新的历史

形态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文化传播

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中华文

化走出去，又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孙宜学教

授认为，通过研究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传播的历史、方法、问题与对策，

可以探寻中华文化国际化的规律。

2018 年 6 月 29 日，由联合钢铁（大

马）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梦汇南洋”2018

中国—马来西亚文化艺术交流展，在吉隆坡

KENGALLERY 画廊隆重举行开幕仪式。广西

文联副主席黄云龙在致辞中说：“中国和马

来西亚两国隔海相望，是相互信赖、相互尊

重的好邻居、好伙伴。如今‘一带一路’倡

议正促进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与东盟关系也

进入了新时代。”

在这次艺术交流展上，展出了中国广

西“漓江画派”五位画家、广东“岭南画

派”五位画家、两位马来西亚华人水墨画画

家的代表作。这次展览，是中马日益频繁的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是一次

艺术探索与体验的收获之旅，也是文艺志愿

者走出国门服务“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建设

者的温馨之旅。

2018 年，中华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加

快，马来西亚所在的东盟是其中的一大亮

点。在“一带一路”的春风下，东盟和中国

的文化企业之间互动日益增多，东盟是中华

文化企业投资稳步增长的亮点区域。

用文化连接世界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孔子学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经验总结和未来探

索十分有必要。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十三届孔子学院

大会在四川省成都闭幕。来自于 1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中外代表济济一堂、

畅所欲言。2018 年，共有 20 余家国内著名

企业共同启动“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

参与支持孔子学院发展，孔子学院已成为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传播机构。目前，全球

已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子学

院、1193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和 5665 个汉语

教学点，中外专兼职教师 4.6 万名，累计面

授学员 1100 多万人，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

吸引上亿各国民众参与体验，构建了全球最

多样化的国际语言教育网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闭幕后对葡萄

牙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葡萄牙共和国总理

科斯塔出席两国系列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共

同见证了波尔图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协议的签

署。

波尔图大学成立于 1911 年，在 2018 年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列葡第一位。近年

来，随着中葡关系的深入发展，葡萄牙汉语

学习需求不断增长。为满足需求，该校向汉

办提出了共建孔子学院的申请。此前，葡萄

牙里斯本大学、阿威罗大学、米尼奥大学、

科英布拉大学，已分别设立了孔子学院。波

尔图大学孔子学院的设立，有助于进一步推

动波尔图地区乃至整个葡萄牙的汉语教学，

并促进两国人文交流。

当然，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不可能

一帆风顺，孙宜学教授认为，“未来，孔子

学院仍要时刻准备好在风口浪尖下站准站

稳。孔子学院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可

视为一次发展机遇。我们还可以借机提升孔

子学院的质量标准，将不达标的孔子学院主

动关闭，这样就不但能化解海外社会对汉语

的客观需求和政府主导的主观误读之间的矛

盾，而且可以获得海外民间对孔子学院更多

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深度

融入。”相信只要克服了发展过程中的困

难，中华文化走出去之路就会越来越光明。

（文章来源：原载于 2019 年 1 月 2日《新

民周刊》，转自公众号：文化共兴研究与实

践）

中华文化走出去，

全球圈粉

同济大学 孙宜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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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本以为行程上的景点我都已

经去过了，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这次的体验并不是这样

的。这次文化考察不但加深了我对西安的认知，还走访

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渭南，值得一提的是，即

使是去过的地方给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虽然只有三天时间在西安，我们的行程却非常丰

富。首站是渭南，在这里我们参加了渭南市人民政府举

行的挂牌活动，随后参观了渭南博物馆。吃完午餐后便

出发前往韩城古城，行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我被这

种历史文化的氛围所吸引，深深沉醉。夜晚悄无声息的

来临，街上的行人渐渐寥寥无几，非常宁静。此时此刻

我一个人静静的仰望苍穹，久久凝望。第二天早上我们

先参观了党家村，然后出发到达行程里最经典的地方—

—兵马俑博物馆。

据了解，西安有很多有名的事情都发生在此，例

如：烽火戏诸侯，杨贵妃的故事等，最重要的是秦始皇

统一天下留下的足迹——兵马俑。兵马俑是独一无二

的，秦始皇真不愧“千古一帝”的称号。虽然是第二次

去，但当我踏进博物馆看到冷峻而又神情稳重的战士和

古老兵器的那一刻，仍然还是那么震撼，真是扣人心

弦！使我心情难以平复。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以

前没有注意过的一点：兵马俑的发髻是高高的，但我发

现兵马俑中相当一部分武士的俑头上发髻有点不同，它

们的头发都不是在头顶中间，而是偏向一侧，要么左

侧，要么右侧。导游讲解说是因为要分明战士们的来

源，通常发髻在左侧的是来自降国的战士，而发髻在右

侧的则是秦国的老战士。兵马俑战士有几种姿态，其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跪射俑”，他身穿战袍，外披铠甲，

双手作持弩状，左腿曲蹲，膝盖着地，其姿态是秦伐步

兵一类战术动作，个性鲜明，看上去像在埋伏敌人一

样。参观完兵马俑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心里盼望

着下次的到来。

第三天我们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随后去了大雁

塔，两年前我只能在大雁塔广场中仰望大雁塔，这次则

是从大雁塔的楼上往下俯瞰，感受是不同的。参观完大

雁塔，用完午餐，下一个行程是明城墙，我们在这里骑

自行车，在我登上这座古城的时候感受到了古城昔日的

辉煌，在夕阳映衬下的明城墙更显其神韵和丰姿，让我

感叹不已。晚上自由活动我们去了钟鼓楼和回民街，吃

了肉夹馍，烤鱿鱼还有 biangbiang 面。西安的夜景，一

串串灯笼光，像远飞的萤火虫一般在迎接来自五洲四海

的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文化令人陶醉。

三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昔日古长安、富贵霓

裳地，我从来是一副仰视的姿态，如唐代李世民的一首

诗——《帝京篇十首》: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

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

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离开西安时，感觉它依然如两

年前一样，等待着迎接我再次的到来。这次活动，虽然

身体倍感劳累，但精神高昂，收获丰富。不仅让我感受

到了西安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参观寺庙时，还让我感受

到了何为“大雄宝殿， 鎏金铜瓦，檐枋彩画，殿阁嵯

峨”；在参观兵马俑时，又让我又感受到了何为“栩栩

如生，巧夺天工，气势辉煌，叹为观止。”非常感谢同

济大学和孔子学院给我的这次机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的机会领略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2018 级泰国汉硕生

普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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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但是没有去过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其实离我家也没有很远，我也不是不喜欢博物馆的人，

而且对历史以及文物等方面其实也很感兴趣的。要辩解，只是我没

有想去的意思，或者只是没有机会，或者就是我个人非常偷懒。进

去之前想起来我没带身份证，幸好博物馆只检查了我的随身物品没

有看我的身份证。一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参观，因为之前也没来过，所以我就边走边看。其间发现了一群人集合在一

起，我有点好奇，就去那边。那边有一位非常会说话的导游。本来那边的一群人也不是他负责的，他们像我一样，

都是被那位导游的魅力所吸引。从那时起我们都听着他的说明一起走。说实话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说明，不过从跟

随导游之后，我的心情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没有魅力的青铜器（甚至让我觉得很无聊），突然变成了非常有趣

的东西。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并且某个故事已经流传了三千多年，甚至更长。导游讲完最后的故事后博物馆

也快关门了，我却感到遗憾。一开始觉得无聊，但最终感到遗憾！那天参观的感受差不多写完了，我想用最后一句

话来结束。“所见即所知”，这是我今天参观博物馆后最大的感受。（2018级韩国汉硕生 金珠旻） 

 

 

 

 

 

 

 

 

 

 

 

            

 
           

  

二语习得学习心得 

本学期老师把自己精心准备的第二语言习得的每一节课都清清楚楚地授予我

们。即使有些地方由于我们汉语水平有限不是很理解，老师还是很耐心的给我们

解释。通过老师的讲授使原来对习得的概念都弄不清楚的我了解到了什么是习

得，二语习得的基本概念，目的语及中介语这些专业名称。虽然在学习还有自 

在我看来广富林是在上海度过一个下雨天最好的去处，

因为所有的展示都在室内，展厅的文物可以带你去中国古

代。建造广富林内这些卓越的建筑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工

作。我唯一觉得困难的是，所有信息都是中文的，我们学习

汉语的留学生可以理解部分内容但是完全理解还是有点困

难。（2018级吉尔吉斯斯坦汉硕生 布茹来） 

 

 

己给同学授课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有有时候在课堂上的表现不是特别好。但是对我来说这门课还是给了我很

大的收获。以身边的实例为证，我个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没法达到母语的水平，但也不排除第二语言习得能达到母

语水平的可能。由于每个人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不一样。首先，母语的干扰容易导致第二语言

发音不正确、产生语法偏误。其次，学习者对语言的兴趣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决定了他们语言学习最终的成果。

再次，学习者有再好的学习动机、再多的语言兴趣，但是没有语言学能力也很难习得第二语言。还有语言环境不允

许，没有丰富的学习资源这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本人有亲身经历过，我曾经在老挝学过两年汉语，可是缺乏语言环

境、学习资源也过少，花了两年时间只学会基本读写，完全无法与人交流。（2018 级老挝汉硕生 王买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