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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全世界受欢迎
除了特朗普的
“网红”外孙女阿拉贝拉，
这些国家的王子公主也在学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期间，秀出自己外孙女阿拉贝拉的中文水平，不但获得习近平主席
的夸赞，
也获得了广大中国网友的点赞。
据成都商报

11 月 9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阿拉贝拉
的视频已被中国网友刷屏了。
阿拉贝拉作为中美友谊的小使
者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这种特
殊安排非常温馨和暖心，相信也
将有助于进一步拉近中美两国
人民的感情。
其实，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一

直在培养子女的中文能力。据了
解，阿拉贝拉从 18 个月大就开始
学习中文。早在 2015 年春节，阿
拉贝拉一段穿着唐装迎接羊年背
诵唐诗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伊万
卡也经常分享女儿学习中文和中
国文化的影片和照片。
伊万卡和阿拉贝拉还曾于今
年中国农历新年之时参加了驻美

大使馆举办的春节晚会，兔年出
生的阿拉贝拉在现场要了一张兔
子的剪纸，还用中文说了一句“兔
子”。
这位在各大社交网站刷屏的
中国小粉丝，
“中文作品”包括了演
唱中文歌曲、背诵古诗、说中国儿
歌，更是在新年期间录制了一首
《新年好》给中国观众拜年。不过，

阿拉贝拉并不是特朗普家族唯一
的中国小粉丝。此前，伊万卡在社
交账号上也曾晒出和小儿子西奥
多玩中文积木的照片，网友们纷纷
感叹，原来伊万卡的孩子都在接受
中文教育！
其实，不只是特朗普家的孩子
在学习中文，多国王室都在要求孩
子学中文呢！

多国王室都在要求子女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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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大象靠太近
2游客被踩死
两名赴赞比亚度假的欧洲游客因拍照
太靠近大象被踩死。
赞比亚警方发言人丹尼·姆瓦莱 12 日
说，事发地点在马兰巴河畔小屋一带，位于
南部旅游城市利文斯敦。一名 57 岁比利时
女子和一名 64 岁荷兰男子一天前在探险时
遭大象踩踏，
“因为他们拍照时接近大象”
。
警方在现场发现，死者遗体倒在地上，
有多处伤。姆瓦莱说，死者姓名将在通知
家属后予以公开。
法新社报道，南非经常发生游客探险
时遭野生动物踩踏事件。当地旅游部门提
醒游客，
接近野生动物时务必谨慎。 新晨

冲浪遇鲨鱼咋办？
英男子揍鲨鱼一拳后逃生

乔治小王子

诗琳通公主

英国小王子

莱昂诺尔公主

伊丽莎白公主

西班牙公主

比利时公主

4 岁开始学普通话
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乔治
小王子了。今年 9 月，乔治小王
子开始上学前班。在学前班上，
年仅 4 岁的乔治王子要上的课
可不少，不仅要学英语、数学、芭
蕾等课程，
还要学说普通话。
英国人对普通话的热情十
分高涨，前首相卡梅伦在任时也
积极向英国学生推广中文。他
甚至表示，希望英国人能和全世
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保持联系，
应该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法语、德
语转移到中文上，学好中文才能
在未来生意场上畅通无阻。
而特蕾莎·梅在接任卡梅伦
之后，不仅频繁走动争取伦敦中
国城的选票支持，还在 2017 年
新春录制祝福视频大秀中文。

新闻多一点

多国政要也在争
相学习中文
除了王室热衷于让孩子学习
普通话外，多国政要也在争相学习
中文。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曾到
中国留学，2013 年访华时回忆起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经历，
还分享了他学习汉语的诀窍：在课
堂上要积极和老师互动，敢于张口

王位第一继承人
学汉语好几年了

未来女王
可用汉语简单交流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
莱蒂西娅王后共育有两个女儿：
12 岁的西班牙王位第一继承人
——莱昂诺尔公主，以及 10 岁
的索菲娅公主。
国王费利佩六世表示，姐妹
俩学习汉语已有几年时间了，而
且西班牙人现在学习汉语的热
情很高。目前西班牙学习汉语
的人数已达 2.5 万人，这里参加
汉语水平测试的人数连续 3 年
保持欧洲第一。

1996 年，比利时修宪成功，
规定比利时王室内的女性与男
性同样享有王位继承权。作为
长女的伊丽莎白公主将成为未
来女王。比利时是一个法语与
荷兰语并存的国度，作为比利时
未来的王室接班人，15 岁的伊
丽莎白公主需要同时掌握荷兰
语和法语。此外，公主也在学习
中文。她不仅可以用汉语进行
简单的交流，而且对方方正正的
汉字也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最喜欢中文的
外国公主
最喜欢中文的外国公主，应
该就是泰国公主诗琳通了，
2013
年诗琳通公主还发布了自己翻
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她的城》泰
文译本。此外，诗琳通公主还翻
译过很多中国唐诗宋词、古代文
学及现代小说、散文。诗琳通公
主早年还曾到北京大学学习汉
语，
也曾多次来中国参观访问。
2008 年，泰国王开始办汉
语培训班，首期汉语培训班的学
员就有 22 人，学生都是皇宫里
的官员。培训班使用的教材还
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教
程》，这是专门针对外国人学汉
语而出版的。

这些
“达官巨贾”也在学中文
表达；课后要按时完成作业，这样
此外，许多备受瞩目的家庭也
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向老
都在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
师请教，
不使问题积压。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是
和他的妻子麦肯齐有四个孩子，
中文“科班出身”。2008 年他在北
他们会让孩子学习许多不同的东
京大学演讲时，曾用标准的中文调
西，包括学习普通话。麦肯齐说，
侃道：中国有个说法，叫“天不怕， “我们会带孩子在淡季去旅行，做
地不怕，
就怕老外说中国话”
。
厨房科学实验，上普通话课和新
还会进行一些体育
这些亿万富翁都 加坡数学课，
运动。”
让孩子学中文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

呼吁准备“硬脱欧”
语气不敬引众怒
英国媒体 13 日报道，针
对 正 在 进 行 中 的“ 脱 欧 ”谈
判，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
翰逊和环境大臣迈克尔·戈
夫向唐宁街 10 号发出一封
秘密信函，要求首相特雷莎·
梅为
“硬脱欧”
做准备。
这封密信曝光后，不少
大臣对信中的语气和用词表
示不满，认为这是对首相“不
敬”。这些大臣表示，如果首
相不能“镇住”上述两人，领
导权将进一步减弱。 北晚

泰国公主

扎克伯格已经学了很多年普通话
了。2014 年，扎克伯格在清华大
学进行交流时，全程用中文与大学
生互动。扎克伯格的妻子 Priscilla 陈，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
东话。
这对夫妇不仅自己学中文，也
让大女儿麦克斯学习普通话。扎
克伯格还在 Facebook 上传过一
个视频，视频显示他的智能机器人
助理正教麦克斯说普通话。

据外媒报道，
近日一名英国男子在澳大
利亚冲浪时突遭鲨鱼袭击，
该男子向鲨鱼鼻
子猛击一拳后成功逃生。该男子称，
他逃生
的技巧要拜一名职业冲浪选手所赐。
据报道，
25 岁的查理是一名医生，
两个
月前出差到澳大利亚。事发时查理正在悉
尼北部的阿沃卡海滩冲浪，
突然他听到
“砰”
的一声，起初他以为是朋友在旁边，但当他
把头转向右侧时，
他看到一个鲨鱼脑袋从水
里冒出来，
还张着血盆大口。查理随手给了
鲨鱼一拳并回到了冲浪板上，
开始向随行的
朋友呼救，
然后趁机一头扎入海浪中。
“这一
次真的是太险了”
，
查理说道。
钟欣

从学渣变身学霸

52 岁 英 国 流 浪 汉 被
剑桥大学录取
英国一名多年露宿街头并靠卖杂志为
生的 52 岁流浪汉，被英国名校剑桥大学录
取。52 岁的杰夫·爱德华兹表示，小时候他
不喜欢上学，中考时英语和数学成绩都比
较差。拿到中学文凭后，没什么抱负的爱
德华兹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同时也离开家
乡利物浦，先后在肯特、苏格兰等地当现场
工人。下岗后，他从利物浦来到剑桥市找
工作，但多年来一直流浪街头，生活过得
“孤单且压抑”
。
虽然从小成绩就不好，但爱德华兹却
非常喜欢读书。到了剑桥之后，他经常会
从图书馆或者慈善商店找书读。爱德华兹
坦言，
读书
“是逃避的绝佳方式”
。
三年前，爱德华兹开始在剑桥地区学
院上入门课程、接着读专门设计给想重返
校园或需额外文凭以申请大学的成人课
程，成绩都不错。他的导师于是鼓励他申
请剑桥。上个月，他被剑桥修斯学院录取，
主修英国文学。
信时

英国 2 名大臣密信
“挑衅”首相

为期两天的欧盟和英国第六轮
“脱欧”谈判 10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落下帷幕，双方未就“分手
费”、公民权利和英国与爱尔兰边界
等核心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英国媒体报道，针对陷入僵局的
“脱欧”谈判，约翰逊和戈夫联名向特
雷莎·梅发出密信，写着“只给您和加
文过目”的字样。加文指的是特雷莎·
梅的幕僚长加文·巴韦尔。
这 封 密 信 的 主 题 为《离 开 欧 盟
——下一步指南》，要求首相尽早为英
国与欧盟达不成协议情况下的“硬脱

欧”做准备。信中写道：
“ 我们感到深
深忧虑，政府一些部门目前并未以十
足的精力进行准备工作。”
按约翰逊和戈夫的说法，如果英
国 不 为“ 硬 脱 欧 ”做 好 准 备 ，在“ 脱
欧”过渡期结束后，英国将陷入任人
摆 布 的 困 境 。 为 此 ，他 们 要 求 特 雷
莎·梅确保所有大臣“厘清思路”，内
化于心。
约翰逊和戈夫在英国“脱欧”公投
期间同属“脱欧派”，但不久后因争夺
党内领导权出现矛盾。英国媒体认
为，这次两人联名致函首相意味着他

们决定再度联手。
约翰逊和戈夫的这封密信被媒体
曝光后，不少反对“硬脱欧”的大臣对
两人的语气和用词感到不满，认为他
们是在挑衅首相。
一名大臣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他们两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让人
意外。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
然把这些看法写到信中，并对首相使
用这样的语言。
”
另一名大臣表示，约翰逊和戈夫
事先恐怕没有想到密信会外泄，信的
内容“让人作呕”。如果特雷莎·梅不

能“镇住”这两名大臣，那么她的领导
权将进一步受到威胁。
特雷莎·梅近来日子不太好过。
目前已有 40 名保守党议会下院议员
同意将联名向她致函，表示不信任她
的领导，
并要求她下台。
根据相关规定，这离正式提出挑
战领导权所需的人数仅差 8 人，堪称
特雷莎·梅在今年 6 月连任首相以来
面临的最大党内领导权挑战。英国
媒体认为，本月将是决定特雷莎·梅
命运的一个月，
“ 要 么 成 功 ，要 么 下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