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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
学习汉语的
金晖雄 （受访者供图）

黑色圆框眼镜下，一双羞
涩的眼睛，这个腼腆的韩国男
孩就是第四届在甬外国人汉语
大赛的“状元”金晖雄。他
2002 年出生于釜山，现在是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高一学生。
金晖雄来中国求学已是第
六个学期，眼下他已经能够用
流利的汉语与中国同学进行交
流。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学
汉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近
日，他向记者讲述了学习汉语
的经历和心得。

故宫点燃我学汉语的热情
我的爸爸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我
小时候就知道了中国。在我的印象
中，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像一
位白胡子老爷爷。直到 2013 年，爸爸
带着我和哥哥来上海旅游，我才发现
中国其实很年轻。城市很大很漂亮，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我们在上海玩了
四天，还乘坐电梯上了东方明珠电视
塔的顶部鸟瞰整个城市。从那时起，
我决心学习汉语。
哥哥比我大两岁，他比我更早接
触汉语。2016 年 3 月，经过在韩国国
内近一年的汉语学习后，我和哥哥一
起来到了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在来宁
波之前，我学习过汉语拼音和简单的
口语，但是当我下了飞机，在机场看
到前来接我们的老师时，竟一句汉语
也不会说了，甚至连简单的“你好”
也说不出来。第一次上课时，我完全
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感到孤单和
害怕。在最初的日子里，每天下课后
我都很沮丧，甚至怀疑自己学不好汉
语，一度想放弃，但哥哥和同伴们都
鼓励我坚持下去。
2016 年 10 月，中国的国庆长假期
间，父母来宁波带我和哥哥一起去了
趟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相比之
下，故宫比东方明珠更让我感到亲
切，因为我的语文课本上正好有一篇
《故宫博物院》，课文里讲得很详细，
故宫有四座城门三个大殿。因为无法
记住全文，我就带着课本游览故宫。
尽管课文里把故宫介绍得很详细，但
是书本学习远不及实地考察给我印象
深刻：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宫殿，朱
红色的大门，雕龙画凤的柱子，我抚
摸着城墙时，心都在颤抖。特别是站
在太和殿里，更感到无比庄严。我到
现在都无法用汉语准确表达当时的心
情，只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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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课文和影视剧台词
从故宫归来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学好汉语。我想，
学汉语应该和学韩语是类似的，要多说多写，只有掌握了足
够的词语和句子，才能把准确的汉语说出来。为了跟上老师
的课，我每天 6 点就起床预习功课，下了晚自习我还在寝室
里复习当天学过的课程，有时候学到夜里 12 点。
在我的第一本汉语课本上，对课堂上听不懂的词语，我
用韩语做了密密麻麻的标注，从读音到词义都有。我知道这
能够使我暂时跟上老师的进度，但是要真正学好汉语，最终
必须丢掉韩语这根拐杖，要说汉语、用汉语思考。除了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外，我还给自己加了点作业：努力背诵一些
简单的课文。背诵课文对我说汉语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还记
得我最初背诵的是一篇关于买衣服的课文，
“我看看羽绒服。
你看这件怎么样？又好又便宜……这件太肥了，有没有瘦一点
的……”
我那时觉得“肥”
和“瘦”
这两个字难读又难写，读的时
候“肥”
“灰”
难分，写的时候“瘦”
中间的短横难写。
为了读好写
好这两个字，我反复练了一晚上，而这篇不到百字的课文，我
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它背诵并默写了下来。
当会背的课文越来越多时，我惊喜地发现，在食堂我不
必再用手指选菜了，我可以问食堂阿姨：“这个菜叫什么名
字？”而我的同学会帮我纠正：
“最好问‘这是什么菜’。
”有
时候我告诉老师：
“我和同学约定了去万达广场。
”老师也会
帮我纠正：
“应该是‘我和同学约好了去万达广场’。”
学习也需要放松，我放松的方式就是追剧。
很多中国人追
韩剧，而我追中国的剧。书本里的句子很多是书面语，怎么把
汉语说得地道呢？我觉得影视里的对白对我学说汉语很有帮
助。
我曾经把《前任 3》里余飞的台词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过。

3 交中国朋友学中国文化

背诵和默写让我记住了很多词汇和句子，但是真正要了
解汉字背后的意思，还需要更多地学习中国文化。譬如杨
柳，它的背后蕴含着不同的意思，在中国文化里有杨花轻
狂、折柳枝送别等不同的内涵。我们学校有国际班和普通
班，国际班里都是外国学生，普通班则大部分则中国学生。
在宁波学习的前三个学期我是在国际班上课的，今年 9 月，
我主动向老师申请，从国际班插入普通班学习，就是为了交
更多的中国朋友，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
插到普通班，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尽管我的汉语
水平在国际班里算比较好的，但在普通班要跟上中国老师的
进度，还是蛮吃力的。好在中国同学对我很友好，我现在已
在班上交了三个好朋友，他们想了解韩国文化，我们互相帮
助，我教他们韩语，他们教我汉语。10 月中旬，我的同学刘
燕军还带我去他家玩。我们坐了 20 多分钟的公交车到了他
家，他的父母不在家，刘燕军自己做了麻婆豆腐、西红柿炒
鸡蛋、葱油花蛤和红烧鱼招待我。这些菜的味道好极了，我
尤其喜欢麻婆豆腐。韩国泡菜是辣的，却很少有麻辣味。中
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
，各地的菜风味迥异，饮食在中
国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饮食文化，中国的戏剧也让我着迷。这次在天一阁
参加在甬外国人汉语大赛的时候，其中的才艺表演环节，我
就表演了一段说唱，说唱的内容就是中国京剧的脸谱。我和
一个韩国小伙伴穿着中国古代服装，耍着大刀和长枪在舞台
上表演，观众和评委给了我们掌声，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了
这次表演，我和同学练习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连
吃饭的时候都在默记“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
。
前不久，我梦见自己能讲流利的汉语并且带着家人在中
国旅行了，而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中国人一样流利地运
用汉语。

■同城相亲

岁月静好 与你同行
大提琴的声音就像一条河，左岸
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紧握
的璀璨年华，中间流淌的，是我淡淡的
感伤。这感伤在孤独的街头，在午后
的咖啡馆，形单影只被放大，却也有一
种温暖的情愫在蠢蠢欲动，目之所及，
是前方你的身影。岁月静好，愿与你
同行。
薛玲音 1994 年，高 1.61 米，重 48
公斤，
本科，
事业编，
年薪 10 万元。
爱笑的女孩，善解人意，洋溢着青
春气息，活泼开朗；擅辩论，个性十足，
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
陈思言 1992 年，高 1.63 米，重 51
公斤，
本科，
国企，
年薪 10 万元。
文青女子 ，体贴温柔 ，漂亮气质
好；家教严格，多才多艺，是个瑜伽达
人、
甜点高手。
蔡文彬 1990 年，高 1.74 米，重 65
公斤，
本科，
银行，
年薪 10 万元。
开朗大气、侠肝义胆的小伙子，爱
读武侠小说，低调而活泼；家境优越，
喜欢爽朗女孩。
金佳丽 1989 年，高 1.62 米，重 50
公斤，
本科，
公司主管，
年薪 20 万元。
皮肤白皙，漂亮安静，窈窕淑女一
枚，有时候又有点天然萌；家境优越，
温柔体贴。
刘思年 1987 年，高 1.75 米，重 65
公斤，
硕士，
公务员，
年薪 12 万元。
家境优越，国外名校留学回来，是
个个性十足的阳光男孩；心地善良，蛮
可爱的。
王语卓 1986 年，高 1.60 米，重 48
公斤，
硕士，
大学老师，
年薪 10 万元。
短婚未孕，艺术类老师，气质优雅
有才情；很文静，喜欢阅读，有邻家女
孩的温暖。
周涵光 1985 年，高 1.71 米，重 60
公斤，
硕士，
外企，
年薪 20 万元。
彬彬有礼，看问题很深刻，和他交
流有一种学术探讨的感觉；喜欢阅读，
博学多才。

如果你条件合适并严重渴望告别
单身，请和星空联络，星空帮你牵线搭
桥。
地址：海曙东渡路 29 号（天一）世贸中
心大厦 9 楼 B22 室。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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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星空：80 后水瓶男，学过几年心理
学，喜欢舞文弄墨，热衷并擅长乱点鸳
鸯谱。我的相亲口号是：只找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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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laoxi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