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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异

近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西班牙政府通报，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中文正式成为

UNWTO官方语言。

这意味着，中文在国际组织的使用地位和使用比例有所提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文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不仅是国际组织，各行各业，乃

至日常生活，都少不了要用到中文。

天下美食

日本人不仅爱吃饺子，不少

城市还把饺子当作特产和名片，

发展旅游资源。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滨松市、宇都宫市和宫崎市。

一年一度的“日本饺子之都”争夺

赛更是给这场竞赛增添了火药

味。

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

“2020 年饺子家庭消费”调查数

据显示，饺子消费最多的城市是

滨松，时隔两年夺回日本第一。第

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宇都宫和宫

崎。2019 年的第一名是宇都宫

市，该市曾连续 8年独占鳌头。多

年来，三个城市为推广饺子、增加

销售额殚精竭虑。

煎饺是主流
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认知

中，饺子只指煎饺：即放在平底锅

中煎上几分钟，出锅时带着一层

金黄色的薄薄的脆边，做法类似

锅贴。咬上一口便会发出“嘎吱嘎

吱”的脆响，极为诱人。

据日本媒体调查，饺子一度

位列日本人最爱吃的食物第五

名，超过了乌冬面、汉堡和比萨。

无论在商场、机场，还是街头巷

尾，都能看到各种饺子专卖店，很

多店都生意红火，饭点时甚至还

会排起长队。

笔者住处附近有家名为“饺

子王将”的连锁店，无论中午或傍

晚都人满为患，吃着煎饺喝上几

口啤酒，是不少日本上班族简单

而平价的小幸福。

在日本，饺子并非主食，而

是米饭、拉面等主食的“配菜”。

日本人通常把煎饺和米饭或拉

面等一起上桌，组成“碳水化合

物套餐”。在《孤独的美食家》

中，主角松重丰赞叹“饺子是我

的灵魂料理”。

滨松饺子和中国有渊源
今年的饺子冠军滨松市，与

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这里曾住

着不少中国人，当地传说这里的

中华料理店是全日本最早推出

煎饺的，后来各种售卖煎饺的小

摊贩日益增多，推动了煎饺的大

众化。滨松当地盛产用来做饺

子馅的包菜和猪肉，这两种食材

质优价廉，能以很低的成本做出

美味，自然成为当地人喜爱的家

庭料理。

滨松饺子的特色做法是：将

饺子摆放成圆形，进行煎炸。做好

后，在饺子中间放上煮好的豆芽。

金黄酥脆的煎饺与白嫩嫩的豆芽

相遇，美味爽口又能去油解腻。滨

松排名第一的饺子连锁店“五味

八珍”总是人气爆棚，店门口挂着

写有“滨松特产———饺子”的巨大

宣传条幅。这里的饺子皮薄馅大，

12 个饺子加米饭和味噌汤仅需

690 日元 (约合人民币 42 元)，可

谓物美价廉。不过，有不少网友议

论说，如果饭点时去品尝，一定要

做好排队 1个小时的心理准备。

在宫崎，送礼都要带饺子
“宫崎饺子”也非常有人气，

是当地最知名的送礼佳品。宫崎

有一个独特的风俗：有人结婚或

去世时，亲朋都要带着饺子参加。

当地有句谚语：“不吃饺子等于没

去过宫崎。”每月 3日是宫崎的

“饺子日”，当地会举行吃饺子大

赛。每家饺子店门口都竖着宣传

旗帜，上面写着优惠活动及宣传

标语。

宇都宫的饺子以煎饺和水

饺为主。相比滨松饺子里肉的比

例较高，宇都宫饺子里蔬菜占比

较高。宇都宫饺子祭通常于每年

11 月的第一个周末举办。会场通

常设置在宇都宫城址公园，来参

加的店铺都是宇都宫饺子会的加

盟店。活动期间，游客还可以欣赏

到精彩的表演，如篮球比赛、爵士

乐演出等。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拥有 20

多年历史的宇都宫饺子祭一度停

办，转为线上举行。主办方邀请到

写真偶像长泽茉里乃、原 AKB 成

员大岛凉花走访各大饺子店，为

网友介绍宇都宫饺子的魅力。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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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经营中发挥作用
说起中文在旅游业的应用，

不只是其成为 UNWTO 官方语

言，从业者也深谙中文在日常经

营中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新州一家咖啡馆的

老板陈安出生于越南，他的父母

都是华人，所以他会讲中文、越南

话和英语。他认为，哪怕只讲一点

点中文，都会给中国游客留下深

刻印象。

“中国游客他们看到我后，觉

得我可能是中国人，所以对我说

普通话，看我如何回应。当我用普

通话回应时，能让他们非常高

兴。”

疫情期间旅游业受挫，不过

陈安估计，等澳大利亚旅游业重

启后，他的顾客中会有不少中国

游客。店里目前还没有中文菜单，

他准备做一份。

在新州，很多旅游从业者都

积极学中文，期待在中国游客回

归时派上用场。乡村经营者林宝

就是其中一员，她听取一位会说

中文的亲戚的建议，从使用外语

学习APP 开始自学。后来她遇到

能流利讲中文的米勒，原本觉得

自己学得还不错的林宝，在与米

勒聊天时还是感到吃力。于是，两

人展开面对面的中文学习。

随着米勒从朋友家返回自己

家，林宝的中文面授课结束了，但

她打算在网上继续学习。

不局限于旅游业，会中文的

人在其他行业也“吃得开”。

俄罗斯一家招聘网表示，当

今在俄罗斯采购工业产品、日用

品和药品及物流等领域，会中文

的专家最抢手，掌握中文还能在

市场上获得更高薪水。

该公司工作人员称：“会中文

的专家平均收入比会欧洲语言的

专家收入高 10%至 15%。例如，掌

握英语的外贸经理平均收入为 9

万卢布（1220 美元），掌握中文的

收入则为 10 万卢布 （1360 美

元）。”

同时这家招聘网指出，在俄

罗斯，对中文老师的需求也在增

长。

德国设计师芭芭拉目前在中

国生活，对于子女的教育，她特意

没有选择国际性幼儿园和学校，

而是让孩子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

教育中。

她表示，因为中国是市场上

一个巨大的合作伙伴。在德国，有

0.98%的人说中文，如果你去一个

公司，你会说德语、英语和中文的

话，那你不需要任何其他资质，他

们就会录用你。

芭芭拉说，孩子们的中文水

平比她好得多，她也会和孩子们

一起将中文一直学习下去。“我想

以后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

会让中文一直伴随我们。”

学中文从娃娃抓起
着眼于孩子的未来发展，让

他们提早学中文。这种想法不只

是作为家长的芭芭拉才有。

2020 年 12 月，中国教育部发

布消息，全球有 70 个国家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

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 2500 万。

英国作为欧洲中文教育开展

较早、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国家

之一，近年来将中文列为中小学

外语选修课程，纳入素有“英国高

考”之称的 A-level 考试，还在

2016 年启动“中文培优项目”，计

划到 2020 年培养 5000 名流利使

用中文的中学生。

俄罗斯已将中文列入国家统

一考试科目。早前，俄罗斯联邦教

育和科学监督局表示，2020 年有

358 人登记报考国家统一考试中

文科目。近日，俄罗斯托木斯克国

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表示，俄罗

斯国内，不论孩童还是年轻人，学

习中文的兴趣与日俱增，为满足

日益增长的中文学习需求，俄方

专家制定出新的教学大纲。

2020 年 9 月，中国驻埃及大

使与埃及教育与技术教育部长共

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中文纳入

埃及中小学课程。数据显示，中文

教学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后，

预计覆盖埃及约 1200 万中小学

生。

进入 2021 年，世界各地还有

更多学校开设或计划开设中文课

程。

乌兹别克斯坦国民近卫军军

事技术学院日前正式开办了中文

专业，首批学习者包括教师和研

究人员以及军校普通学员。学习

者首要目的是初步掌握中文口语

交际能力。成绩优异者将被派往

中国留学。

乌学前教育部部长日前也表

示，近年来当地中文热不断升温，

中小学生、大学生，甚至幼儿园小

朋友都有机会学中文，很多家长

支持子女学习中文。

法国克莱蒙费朗市的两所公

立小学将在 2021 年 9 月新学年

开设中文国际班，以便让低龄学

生有机会学中文，此举在法国尚

不多见。两所小学二年级学生可

自愿报名参加中文国际班学习。

针对小学五年级学生，两所学校

已组织中文学习兴趣课，并会在

秋季开学后继续组织。

学中文热潮
随着各国出现学中文热潮，

各种中文学习“招式”陆续涌现。

来自土耳其的天水与中文的

故事始于音乐。她读高中时常用

音乐缓解学习压力，偶然听到中

文歌曲《同桌的你》。“当时我并不

知道歌词是哪种语言，但是旋律

很打动我。”

为理解中文歌词意思，天水

通常先看英文歌词，再将其译成

土耳其语。她一边听，一边跟着

唱，慢慢走进了中文世界。

天水听歌学中文的故事并非

个例，在“唱歌学中文”短视频挑

战赛中，来自俄罗斯的大学生孙

佳图丽娜·法丽达演绎了一首《菊

花台》，让人眼前一亮。

在她看来，学中文不仅要学

语法和词汇，还要了解其背后的

文化。“通过中文歌曲，我们能更

好地了解到中文的音律美和其中

的意境。”

除了歌曲，综艺节目和影视

剧也可成为学习素材。

来自尼日利亚的韩懋宇“希

望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中

文，还带点东北口音。

“我没去过东北。”他第一次

接触东北话是看综艺节目《欢乐

喜剧人》，节目中不少选手是东北

人，用东北话讲的搞笑段子让他

觉得有趣。后来他看的东北喜剧

作品越来越多，不知不觉爱上了

东北话。对他来说，学方言既是爱

好，也是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

的途径。

塞尔维亚姑娘叶莲娜多年前

在机缘巧合下看了中国电视剧

《风云雄霸天下》，被剧中故事情

节吸引，下定决心要学会中文。之

后，“雄”成了她最先认识的汉字，

“雄霸天下”成了她最先会写的 4

个汉字。

时隔多年，她依然记得电视

剧中的具体情节。正是通过这部

电视剧，她爱上了中国文化。

中文学习者的行列仍在不断

壮大，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学中文

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那些蕴藏

在文字中的中华文化，也将在一

次次学习中彰显着魅力。

（《俄罗斯龙报》《欧洲时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央视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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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地上演“饺子争霸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