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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第十七屆「「漢語橋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總決賽暨閉幕式日前在湖南長沙圓滿落幕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總決賽暨閉幕式日前在湖南長沙圓滿落幕，，為期一個多月的比賽完為期一個多月的比賽完

美收官美收官。「。「漢語橋漢語橋」」就像一個窗口就像一個窗口，，一座橋樑一座橋樑，，把中華文化傳遞給世界把中華文化傳遞給世界，，讓更多人學習漢語並了解中國文化讓更多人學習漢語並了解中國文化。。

從從20022002年第一屆年第一屆「「漢語橋漢語橋」」總冠軍鄭翠恒誕生總冠軍鄭翠恒誕生，，到今年俄羅斯選手魯斯蘭捧起總冠軍獎盃到今年俄羅斯選手魯斯蘭捧起總冠軍獎盃。。這十七年來這十七年來，，越來越來

越多的外國友人學習中文越多的外國友人學習中文，，接觸中國文化接觸中國文化，，愛上了中國這片土地愛上了中國這片土地。。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姚進 湖南報道湖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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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漢語大課堂」第一期出題官的
「漢字叔叔」理查德．希爾斯，他癡迷
漢字研究數十載，傾盡所有來中國研究
古代漢字，用畢生精力搭建「Chinese Et-
ymology（漢字字源）」網站，免費提供
給全世界愛好中文漢字的人來查閱。
理查德．希爾斯是美國人，1972年，

出於對中文的熱愛，他買了一張前往台
灣的單程機票，開啟了學習中文之旅。
作為一個工科生，他希望探求事物本身
的內在規律，並期待能夠運用這種規律
來掌握漢字，這成為了他研究漢字字形
的出發點。他從《說文解字》開始學
習，希望了解每一個漢字的字形變化和
意義緣起，也是從那時候他開始發現漢
字字形的美，並醉心其中。
1994年，突發的心臟疾病差點奪去了

「漢字叔叔」的生命。當他被告知剩下不
足一年的時間時，他開始思考要做一些有
意義的事情，於是萌生了電子化《說文解

字》的念頭，於是他決定立刻着手漢字字
源的整理工作。這一整理就是幾十載，理
查德憑借一己之力，將漢字字形數據化，
搭建起漢字字源網站，將甲骨文、金文、
小篆等字形整理好並放到網上，在古漢字
數據庫中錄入近10萬字形。

邊教書邊傳遞漢字之美
據介紹，「漢字叔叔」為了「漢字字

源」網站往返於美中兩國博物館去看甲
骨文，走遍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把時
間與金錢放在各處找書、購買古籍、設
備、僱人掃描、租用和維護服務器上，
為此，他也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而由於
「漢字字源」網站得不到關注和資助，
他一度陷入貧困潦倒的窘境、甚至連在
中國住的房租都負擔不起。
所幸，在困難面前，「漢字叔叔」並

沒有因此放棄對漢字的熱愛，他依舊堅
持在中國繼續研究他的漢字，希望有一

天把漢字的美
告 訴 全 世
界！憑藉
着對中國
漢字文化
的熱愛和
執着，他
得到了中國
網 友 們 的 關
注，並及時得到
了北京師範大學
的一份教職，可
以邊教物理邊研
究漢字，在閒暇時還能繼續把漢字之美
傳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今年68歲的理查德表示，漢字是屬於
全世界的，各國人們都有責任、有義務
去守護人類共同的文明，這正像今年
「漢語橋」的主題一樣：「和而不同，
天下一家」。

今年的「漢語橋」是湖南衛視楊子揚
導演任總導演的第10個年頭，楊子揚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製作「漢語橋」
賽事節目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突破往屆舉
辦活動的「經驗」，避免陷入陳舊節目
模式的局限，做到更高層次的節目內容
創新、技術創新、渠道創新，在保持節
目水準的前提下，挖掘更多的閃光點。
所以節目組在節目形態方面嘗試了很

多方法，從最初的舞台劇表演，到後來
走向戶外進行文化體驗，本屆又回歸到

演播廳形式，每種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
反饋。今年的「漢語橋」賽事，節目組
引導參賽選手不僅展示中國文化，同時
也展示各自的本國文化，從而達到中外
文化交流的目的。

成為全球青年人交流盛會
楊子揚介紹，今年「漢語橋」的主題

是「天下一家，漢語為橋」，以「中外
交流」作為核心理念，打造一場優雅
的、時尚的民間外交為願景，節目組希
望看到，各國選手因為同一種語言在
「漢語橋」聚會，分享彼此不同的文
化，和不同的人交流溝通，把語言的作
用發揮到極致，讓「漢語橋」真正成為
一個全球青年人交流的盛會。
今年總決賽上，節目組選用了三個中

外交流的小故事作為比賽題材：一是利
瑪竇和徐光啟翻譯古希臘《幾何原本》
的故事，反映了智慧文明的交流；二是
辣椒的故事和食物的變遷，全世界都使
用同一種食材，代表了人類文化的融
合；第三個故事描述了兩位跨國音樂家
冼星海與拜卡達莫夫他鄉遇知己，在戰

爭背景下通過音樂結下了深厚友誼。
楊子揚表示，節目組希望通過這三個故

事表現從古至今中外交流的重要性，而選
手通過演繹三個故事，也能更了解交流溝
通的意義，迷你舞台劇的比賽形式，更是
增添了節目的趣味性和觀賞性。
「漢語橋」被譽為漢語的奧運會，漢

語的奧斯卡，是世界中文水平最高的漢
語盛會。湖南衛視通過11年的摸索，花
了很多心思，一步一步到今天成為比較
成熟的欄目。「做節目的人要有家國情
懷，要有傳遞中華文化的自豪感。」楊
子揚說。

■■ 來自全球來自全球118118個國家的個國家的152152位位
大學生來到湖南參加第十七屆大學生來到湖南參加第十七屆「「漢漢
語橋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美國美國「「漢字叔叔漢字叔叔」」
理查德理查德··希爾斯希爾斯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 身着漢服身着漢服的的「「漢語橋漢語橋」」選手在表選手在表
演舞台劇演舞台劇。。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這個鍋我不背』是什麼意思？」、
「下列歷史人物如果出生在現代，誰會需
要護照」……一個個有趣的問題出現在
「漢語橋」比賽上令觀眾捧腹大笑。與往
屆不同，今年「漢語橋」創新性地打造了
「漢語大課堂」，將課堂搬進舞台，邀請
來自各界的出題官現場趣味出題，題目類
別含括漢語要素知識、基本知識、語言技
能、國情民俗、文化藝術類等，讓選手了
解了更多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
秦思源是此次大賽的出題官，也是
「老北京聲音博物館」的創始人，他給

現場的同學們分享了老北京的聲音象
徵——鴿子哨。鴿子哨是佩戴在鴿子身
上的哨子，哨口受風角度不同，強弱有
別，哨音便呈現出變化，亦稱為「最難
收集的聲音」。秦思源的分享激起同學
們的熱烈討論，他還以「北京大爺街頭
吆喝聲」為題，考驗選手們的漢語聽力
和理解能力。來自澳洲的司騰同學不僅
快速答對了這道題，擅長蒙古族呼麥
（喉音唱法）的他還主動在課堂上模仿
起題目中大爺的吆喝詞，獨特的唱腔、
外放的表演博得了現場陣陣掌聲。

77月月至至88月月，，第十七屆第十七屆「「漢語橋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世界大學生
中文比賽決賽階段的賽事在湖南衛視激中文比賽決賽階段的賽事在湖南衛視激

烈上演烈上演，，這已是湖南衛視第這已是湖南衛視第1111次組織該項賽事次組織該項賽事。。
全球全球118118個國家個國家141141個賽區的個賽區的152152位大學生經過位大學生經過

海外預選賽層層選拔後海外預選賽層層選拔後，，齊聚長沙參加本屆齊聚長沙參加本屆「「漢漢
語橋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的過橋賽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的過橋賽、、複賽複賽、、決決
賽賽。。經過激烈角逐經過激烈角逐，，來自印尼的關慧敏來自印尼的關慧敏，，尼日利尼日利
亞的丁家明亞的丁家明，，俄羅斯的魯斯蘭俄羅斯的魯斯蘭，，美國的柯魯瀚和美國的柯魯瀚和
澳洲的司騰分別奪得各大洲的洲冠軍澳洲的司騰分別奪得各大洲的洲冠軍，，站上了總站上了總
決賽的舞台決賽的舞台。。
總決賽考核分為總決賽考核分為「「我是中國通我是中國通」、「」、「故事中故事中

西西」」以及以及「「自由演講自由演講」」三個環節三個環節，，從知識儲備從知識儲備、、
理解演繹和語言表達三方面評估同學們的綜合素理解演繹和語言表達三方面評估同學們的綜合素
質質。。通過三輪角逐通過三輪角逐，，俄羅斯選手魯斯蘭俄羅斯選手魯斯蘭（（RuslanRuslan
UstinovUstinov））最終脫穎而出最終脫穎而出，，以以6969..4040分的總分奪得分的總分奪得
本次比賽的冠軍本次比賽的冠軍，，並被授予並被授予「「漢語之星漢語之星」」和和「「漢漢
語大使語大使」」的稱號的稱號。。

冠軍練成記冠軍練成記：：當導遊練口才當導遊練口才
比賽塵埃落定比賽塵埃落定，，榮膺總冠軍的魯斯蘭來到後榮膺總冠軍的魯斯蘭來到後
台台，，還沒來得及擦乾臉上滲出的汗珠就感歎道還沒來得及擦乾臉上滲出的汗珠就感歎道，，
「「真是萬萬沒想到能拿到冠軍真是萬萬沒想到能拿到冠軍！」！」
魯斯蘭在俄羅斯當過導遊魯斯蘭在俄羅斯當過導遊，，這段經歷被魯斯蘭這段經歷被魯斯蘭

稱作稱作「「學習中文進步最大的時間段學習中文進步最大的時間段」。」。魯斯蘭魯斯蘭

說說：「：「之前有段時間之前有段時間，，在新西伯利亞接待中國的在新西伯利亞接待中國的
旅行團旅行團，，剛開始中國遊客都聽不太明白我在說什剛開始中國遊客都聽不太明白我在說什
麼麼，，在第一次接待中國團時在第一次接待中國團時，，甚至連自我介紹都甚至連自我介紹都
出錯出錯，，弄得特別尷尬弄得特別尷尬。。但通過多和中國人交流但通過多和中國人交流，，
在為遊客介紹俄羅斯歷史文化以及新西伯利亞景在為遊客介紹俄羅斯歷史文化以及新西伯利亞景
點的過程中點的過程中，，我的中文水平越來越高我的中文水平越來越高。」。」
魯斯蘭表示魯斯蘭表示，，中國人重感情中國人重感情，，這點他最喜歡這點他最喜歡。。

這也是在決賽第二輪表演情景劇時這也是在決賽第二輪表演情景劇時，，他選擇演繹他選擇演繹
中國作曲家冼星海與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拜卡達莫中國作曲家冼星海與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拜卡達莫
夫的故事的原因夫的故事的原因。。魯斯蘭說魯斯蘭說，，以前就聽過冼星海以前就聽過冼星海
和拜卡達莫夫結下深厚友誼的故事和拜卡達莫夫結下深厚友誼的故事，，很受感動很受感動，，
於是就想在於是就想在「「漢語橋漢語橋」」的舞台上演繹出來的舞台上演繹出來，，讓全讓全
世界都能看到世界都能看到。。

本月青島留學續精進中文本月青島留學續精進中文
雖然並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雖然並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但他向香港文匯但他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介紹報記者介紹，，比賽期間他和夥伴們參觀了青島海比賽期間他和夥伴們參觀了青島海
水稻中心水稻中心、、張家界武陵源景區張家界武陵源景區、、洞庭湖濕地以及洞庭湖濕地以及
科大訊飛等高科技企業科大訊飛等高科技企業，，通過實地參觀和互動通過實地參觀和互動，，
讓他真正認識到了真實的中國讓他真正認識到了真實的中國，，了解到近幾十年了解到近幾十年
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談到未來的計劃談到未來的計劃，，魯斯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魯斯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者，，本月會去青島留學本月會去青島留學，，繼續自己的中文學習繼續自己的中文學習，，
以後也想在中文方面有更大的成就以後也想在中文方面有更大的成就。。

根據賽程安徘根據賽程安徘，，今年除了參加比賽今年除了參加比賽，，這群來自這群來自
五大洲的選手還遊覽了橘子洲頭五大洲的選手還遊覽了橘子洲頭、、岳麓書院岳麓書院，，參參
觀湖南省博物館觀湖南省博物館，，遊學張家界遊學張家界，，感悟湖湘文化感悟湖湘文化。。
橘子洲的岳麓書院橘子洲的岳麓書院，，是體驗長沙文化的經典線是體驗長沙文化的經典線

路路。「。「漢語橋漢語橋」」選手在橘子洲頭遊覽選手在橘子洲頭遊覽，，一路經過一路經過
杜甫江閣杜甫江閣、、四羊方尊廣場等名勝四羊方尊廣場等名勝，，細細品味細細品味，，不不
時駐足觀看時駐足觀看，，置身於置身於「「介名山城市間介名山城市間，，浮裊裊凌浮裊裊凌
波上波上」」的畫面中的畫面中，，領悟着杜甫領悟着杜甫「「桃源人家易制桃源人家易制
度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橘洲田土仍膏腴」」詩句所蘊含的意境詩句所蘊含的意境，，隨後隨後
還前往岳麓書院感受還前往岳麓書院感受「「書香書香、、書聲書聲、、書魂書魂」」不斷不斷
的千年歷史的千年歷史。。

美國「漢字叔叔」傾囊辦漢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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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俄羅斯的選手魯斯蘭奪得本屆賽事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

2002 年，孔子
學院總部/國家漢辦
為激發各國青年學

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增進世界對中國語
言與中華文化的理解，開始舉辦「漢語
橋」系列中文比賽，包括「漢語橋」世界
大學生中文比賽、「漢語橋」世界中學生
中文比賽和「漢語橋」全球外國人漢語大
會三項賽事，均為每年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中國累計已在146個國家（地區）設
立孔子學院525所，孔子課堂1,113
個。通過孔子學院架起的橋樑，世界
各地的大學生站在了「漢語橋」的舞
台上。
「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

由海外預賽、來華比賽兩個階段組
成，自2002年以來，每年一屆。賽
事已吸引120多個國家的上百萬名
漢語愛好者參與，被譽為漢語界的
「奧林匹克」，是連接世界的「文
化之橋、友誼之橋、心靈之橋」。

「漢語橋」含三賽事
0�$0�$

出題官分享舊時民俗 妙趣橫生

■■選手們體選手們體
驗湖湘文化驗湖湘文化
風情風情。。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湖南傳真湖南傳真

排迷你舞台劇 啟時尚民間外交

■選手體驗土
家族民風民俗。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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