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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悦彤

海外生活

莫纳什大学本科毕业时与父母的合照

12 岁时, 我跟随母亲移民到
在澳大利亚读中学时，我参
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比
加了各种音乐活动，两次被选入
较包容的国家，尤其是我所在的
学校的欧洲巡演合唱团，多次担
城市墨尔本，它是一个极富文化
任领唱，且在十二年级时获得了
艺术底蕴的城市。
学校 年 末 晚 会 上 领唱 中 国 民 歌
这里的人们也十分友善，当 《茉莉花》的机会。
我早晨去社区公园锻炼身体时，
高考时,我在中 文、英文、创
遇到迎面走来的陌生人，我们会
作艺术和音乐科目中都取得了心
彼此微笑示意。
仪的成绩。十八岁，我进入莫纳什
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年纪
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主修中英翻
比较小，适应能力强，但还是存在
译，辅修德语。
一些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隔阂。当
本科毕业后，我决定进修美
时，我妈妈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咖
声唱法，因此进入墨尔本大学攻
啡店，我有时候会去帮忙，因此不
读音乐硕士学位，继续自己的音
得不和很多当地人沟通、接触，这
乐梦想。
让我更快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
在读音乐硕士期间，有一门
境、
文化背景，
同时语言能力也有
学术研究的课程是让我们自己选
了很大的提升。
择研究课题，我当时选择研究京
我小时候在国内就学习了声
剧和西方音乐剧，主要讨论梅兰
乐、钢琴、书法、国画等与中华艺
芳先生的梅派艺术，为此我做了
术文化相关的课程，所以后来我
很多的调查研究。最后，在班上做
在澳大利亚学习西方艺术的过程
报告演讲时，我让老师同学们都
中，能够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
了解到这种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
结合起来理解。
（京剧），他们也从我给他们播放
比如说京剧的艺术表演形式
的视频、图片以及讲解中感受到
对于德国史诗剧的发展的影响， 京剧的美。
它们中间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
2019 年，一位澳大利亚福清
再比如中国的水墨画是写意画， 同乡会的阿姨推荐我参加了澳大
西方油画素描是写实画等。这些
利亚中国旅游小姐选美比赛。我
都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艺
之前上舞台都是唱歌，而选美比
术，让我对每一种艺术的历史和
赛还需要展示一些其它技能，这
来源都产生兴趣，提升自己的知
对我 来 说 是 一 个 提 升自 己 的 机
识储备，同时也让我能在西方社
会。
会生活时，仍然保有中国的文化
因为比赛中需要学习走台
底蕴。
步，所以我每周都要参加两到三

次的台步培训。每次练习的时候
有时候一下课就会有一群孩子围
都要穿十几厘米的高跟鞋，一练
到我的身边跟我说话，这让我觉
就是一个下午。虽然过程比较辛
得很暖心。
苦，但是学会了如何自然地走台
有个学生一开始对学中文热
步和摆造型, 这次经历让我能够
情不高，为了让学生改变对学中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体验一个不
文的态度, 提高学习积极性, 我采
同类型的舞台。在比赛中，我获得
用了一些方法, 一方面是我平等
了“最佳气质小姐”的好成绩。
地对待所有学生，认真听学生要
比赛结束后，新冠肺炎疫情
说的话，他上课如果愿意举手发
暴发，
音乐演出都取消了，我就选
言，
即使说的跟提问的关系不大，
择沉下心来，在墨尔本大学攻读
还是要认真听他说完，这样他才
教育学硕士，同时在墨尔本的新
觉得自己受尊重。另一方面是我
金山中文学校担任华文教师。因
在教课的时候尽量多安排了一些
为我爷爷、姑姑、婶婶、妈妈都是
有趣的活动，鼓励所有学生参与，
老师，我成为一个老师是延续了
不要给学生压力，他们就不会怕
家族的传统。
学中文。通过我们一整年来的相
在墨尔本，想要成为华文教
处，
这个学生上课越来越积极，会
师有一定的要求，首先是大学要
主动举手发言回答问题，我觉得
学习与中文相关的一些专业，因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作为一
为我本科时学的就是中英翻译。 个老师，看到学生这样的变化，就
在上完两年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课
会很有成就感。在日常的授课过
程以后 （我现在正在攻读教育学
程中，我也会让学生们互相帮助，
硕士学位），我们会获得一个实习
合作学习，这对于他们中文水平
期的教师资格证。然后还需要找
的提高也很有效果。
到一份教师的全职工作，并在之
我们有一本中文教科书，在
后拿到正式的教师资格证。
授课时，先从中文的拼音以及四
目前，我教的是小学一、二年
个声调开始教，然后再教一些简
级的孩子，孩子们年龄小，比较活
单的汉字，比如“大”
、
“小”、
“高”、
泼，在课堂上不太好管。在经过一 “低”这些。
段时间的接触后, 我觉得在管学
教中文的第一步就是教学生
生的同时也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
声调，这个对他们来说特别难。所
个体看待。
以我一开始是采用肢体动作让学
比如说上课不能乱跑，回答
生理解并且记住，让学生自己也
问题要举手这类课堂纪律问题，
我会先让学生们自己说课堂上有
哪些纪律, 他们自己说出的话, 他
们就会比较能够遵守。然后我就
把学生们说的纪律，写在白板上，
他们一旦忘记了，我就指一下白
板提示他们，这样做的效果要比
单纯的管教学生好得多。
另外，中文对于没有相关背
景（指父母非中国人或华裔,家中
无中文环境） 的学生来说学起来
比较困难。我觉得，要想让学生愿
意好好学习，首先要让学生愿意
呆在这个班上，让学生喜欢老师，
喜欢上中文课的感觉，最后就能
喜欢上学习中文。
我的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

中国留学生：
出国留学

担心、调整、希望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至今，留
学生成为因疫情而受到冲击的群
体之一。疫情对他们影响几何？目
前留学生活状态如何？

在美留学生：相比疫情的反
复，更担心种族歧视
李一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
士研究生，采访时他刚到美国不
到一周的时间，还在“倒时差”
。由
于疫情影响，两年的研究生课程，
他在国内上了一年的网课，
“第二
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学校上课
了！”
李一帆说，此次来到美国，
肯定要在疫情防护中完成最后一
年的学业和生活，会尽量做好自

身防护，
“ 不过家人还挺担心的，
来之前带了很多防护用品，并且
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
。
他表示，相比疫情的反复，更
担忧美国因种族歧视引发的安全
问题，
“我更担心有不讲道理的种
族主义者，这将使我的留学生活
有了不安定的因素”。

在日本留学生：在辛酸中寻
找希望
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日本
关西学院大学的留学生王康申请
硕士研究生延误了一年。他曾在
2020 年 2 月从日本回国过春节，
可直到 12 月才返回日本。在国内
的王康错过了申请攻读硕士学校

□ 李翔

的机会，导致他不得不 2021 年从
头再来，重新申请研究生学校。
王康还说，
在日本留学期间一
直靠勤工俭学，
而疫情的蔓延导致
他打工的餐厅和酒店歇业，
这也直
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这些收入大
概占了我在日本生活费的 40%”
。
如今他已顺利通过第一阶段
的笔试，
9 月底将参加申请研究生
学校的面试，
这也算是通过努力为
这一年的折腾带来的一丝慰藉。
据王康介绍，在日中国留学
生整体防疫意识较高，此前大使
馆和领事馆也为留学生群体发放
了“健康包”，另外学委会定期会
统计本市的中国留学生的防疫物
资是否充足，如果物资储备不足，

学委会会向领事馆提出申请，
“所
以，中国留学生的防疫物资是比
较充足的”
。
在学委会服务期间，王康还
在申请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将多
余的“健康包”分发给了日本同
学，
“这也算是对日本同学此前在
中国疫情严重时的支持的感谢与
回馈吧！”

意大利留学生：想给家人一
个大大的拥抱
意大利是中国留学生赴欧学
习深造的热门国家之一，在疫情
有所反复的情况下，在意大利的
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影响？
马啸说，2020 年疫情对意大
利的冲击很大，但进入 2021 年之
后，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疫情的
影响。“以我在的佛罗伦萨为例，
已经有大量的游客进入，基本恢
复到了疫情前的样子，也已经可

动起来，不同的声调用不同的姿
势来表达，这样能让学生更快地
记住。
作为华文教师，我希望学生
们不仅会说中文，还会写汉字，因
为我觉得汉字是中文的精髓。
通过观察其他老师的教学方
法和我自己的实践发现，教汉字
比较好的方式是把汉字当成图画
一样教。比如在教学生写某个汉
字的时候，可以让他们自己联想
这个字像日常生活中的某一样东
西，
这样学生会觉得有趣，也可以
加深他们的记忆。
不过，对于笔画比较多，比较
复杂的汉字，就要让学生对照着
字多练习，练习多了自然就记住
了。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
的是要多背单词，要多和母语者
多多交流，让自己沉浸在相应的
语言环境中，才能最大程度的提
升语言能力。
现在，我即将完成自己的教
育学硕士课程，也已经教中文一
年有余了。期待日后我能继续在
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中为传播和
延续中华文化、
语言和艺术出力。
作为华裔青年, 我觉得每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们是文化
交流的桥梁，要为自己的文化自
信，
但不要盲目自傲，我们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地去传扬中
国的优秀文化。 （
《华裔青年》
）

在线给学生们上中文课

以堂食就餐了，唯一就是会有限
流，需要排长队购买。”
事实上，意大利目前每日仍
有数千的新增病例，马啸也表达
了担心，
“此前一段时间，意大利
的每日新增有所下降，当时会觉
得疫情见到了曙光，但是因为边
境开放，确诊人数又增回来了”。
他说，这个情况和去年暑期很像，
但政府今年没有什么特别的防疫
控制政策，民众的防疫警惕性也
有所下降。
如今，学校的课程恢复成线
下上课，只是大班的课改成了小
班教学，马啸说，
“但我的毕业因
为疫情被迫推迟了一年。”而他身
边也有同学是这个情况。
马啸到意大利四年，因为疫
情有两年多没有回家了。马啸和
家人保持着线上交流，他盼望着
疫情结束早日回国，
“到时候一定
要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