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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这些年，

随着汉语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关注中国文化

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曾经熟悉又遥远的匈牙利，情况也是如此。

作为匈牙利第一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所孔子学院，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自 2006 年创立起，就在中国国家汉办的领导下，在合作院校——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支持下，在匈牙利境内开展了丰富多彩、实用有趣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

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每年的学生数量成倍增长。我们欣喜地看到，越

来越多的匈牙利人借助汉语学习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目前罗兰大学孔子学

院汉语教学对象有两类重点人群：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必修课的中学生和对汉

语感兴趣的社会人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课时少，课外可以投入的学习时间

少，更注重学习内容的趣味性。所以我们想为他们设计一套既有匈牙利常见生

活场景和文化景观，同时又有详细匈牙利语翻译的汉语教材，使匈牙利学习者

对教材产生亲近之感。

鉴于以上特点和要求，通过大量的调研，在中国国家汉办的鼎力资助下，罗

兰大学孔子学院计划在 2010 年至 2012 年的三年时间里编写完成一套四册、全

面附有匈牙利语翻译的、适用于匈牙利中学生及社会人员的汉语教材——《匈

牙利汉语课本》。全套教材以交际话题为纲，将语言交际功能分配至每一个话

题中，以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在语法和词汇的设计中，每一册教材配

合一级新 HSK 大纲，四册教材分别配合新 HSK 大纲一级至四级。这样学生在

完成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能够依靠所学内容参加新 HSK 考试，获得相应的水

平认证，增加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全套教材的设计思路上，我们还尝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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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现以下特点：

首先是国别化。我们认为，在用汉语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应传播全世

界共同的美好事物，这就是语言教学的双向意义。所以海外汉语教材应该包括

当地特有的文化要素，这样学生才能更好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充分体现

国别化特点。在我们看来，国别化特点不仅体现在话题的精心设计上，还应该

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的安排上。在充分了解和尊重匈牙利生活环境、文化传

统的前提下，我们期待这套汉语教材不仅符合汉语学习的基本过程，能够让学

生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而且教材也在话题设定、课文

编写以及编排方式上符合匈牙利学习者的心理特点，传达和描绘出匈牙利的文

化特点和生活场景，从而达到一套教材双向功能的效果。为此，在第一册教材

中我们特意编写了《我是匈牙利人》、《我爱我的家》、《我要去北京了》等课文；在

第二册中有《你喜欢北京吗》、《多瑙河是蓝色的吗》、《我想家了》、《布达佩斯的

春天非常美》等课文，这些都与中匈文化生活相关，而且对话内容、课后文化知

识也都出现了中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及日常生活场景。

其次是对象化。我们认为，语言学习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照出了目的

语国家的影像，也能让学习者反观自己，所以编写教材时一定要考虑接受对象

的特点。这套教材的主要使用对象是中学生和社会人员。一般说来，中学生有

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做有挑战的事情，而主动学习汉语的社会人员

多半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如何把这些特点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从而更

加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呢？我们的编写思路是，以能表现匈牙利文化特点和学

生心理的话题为纲，将任务型的语言教学活动设计贯穿教材始终。比如，每一

课最后都有编者精心撰写的、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景观”的有

趣短文，同时还设计出相关作业，旨在加强课堂内外师生间的互动。

再次是综合性。这是指一本教材中能把听、说、读、写四项技能有机结合

起来。海外汉语教学课时相对较少，很难分课型进行教学，这就要求一本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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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必须同时对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进行综合训练。在我们的编写思路中，

除了传统的课文、生词、语法及常规性练习外，还尝试编写了一些有趣的、互动

性强，便于教师上课使用的练习，如替换练习、看图说话、角色扮演、话题讨论

等。汉字一直是西方学生的弱项，所以在全套教材的每一课，我们都加入了“奇

妙的汉字”这样的小栏目，用生动活泼的百字短文介绍当课课文中出现的汉字

故事，从而将语言学习与文化体会结合起来。

最后是连续性。这是指保持全套教材课文内容及人物特点的连续性。在

全书的人物设计上，考虑到国别化和对象化的特点，我们根据匈牙利最常见的

人名发音给人物取了相关的汉语名字，这些人物贯穿全套教材始终。我们希望

在这套汉语教材中，人物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个

性，有故事，有喜怒哀乐。为此，我们精心编写了对话，让这些人物鲜活起来。

而且课文中的生活场景也具有连续性。比如，第一册是关于一群年轻人学习汉

语，最后一课是其中的一个女孩杜丽去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第二册则围绕着

杜丽的北京生活展开，加入她与中国朋友的文化交流与冲突。最后两课是《我

想家了》和《布达佩斯的春天非常美》，通过对话表现杜丽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第三册的对话背景随着杜丽回国而再次回到匈牙利，第四册则是杜丽的中国朋

友来到布达佩斯，以及此后发生的故事。所以，当全套书学完后，学生记住的不

仅仅是生词和语法，还有课文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他们就生活在自己身边。

以上就是《匈牙利汉语课本》的编写思路，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尽全力使之

贯彻落实。《匈牙利汉语课本》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套本土化的汉语教材，它无

疑会对匈牙利的汉语教学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重

大。我们殷切地希望通过全体编撰人员的努力，《匈牙利汉语课本》能够使每一

位学习者对汉语、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因为

学习汉语而拥有改变未来的无限可能。

蒋文燕 Hamar Imre

2011 年 1 月 25 日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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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汉语课本》是匈牙利第一套汉语教材，由中国国家汉办资助，匈牙

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组织人员编写。全套教材共四册，每一册包括学生用书

（匈牙利语注释）和教师用书（中文）两本。每册教材可以使用一学年，参考学时

为100～120学时。

本书为《匈牙利汉语课本》系列教材的第一册。在设计理念上，以日常交际

话题为主线，以基础语言知识点为核心，以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文化知识为基本

要素，旨在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本书第一至五课是基础语音和汉字知

识，集中进行汉语基础语音讲练，并介绍了汉字的基本特点。每课建议课时为

2～3学时。第六至二十课通过实用会话，进行词汇和语法讲练，全面操练学生

听、说、读、写技能和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每课建议课时为6～8学时。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本册的体例是：一、课文；二、生词；三、语法；四、汉字；五、拼音练习；六、课

文练习；七、文化知识。

一、课文

课文是教材的灵魂。本册第六至二十课课文均采用对话体。考虑到汉语

语言教学的基本要求以及教学对象的特点，编写课文时，我们努力尝试把语法

功能与交际功能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实用，以轻松活泼的

对话语言展示年轻人日常生活的相关内容，并保持课文故事情节的连续性。

二、生词

本册配合新HSK一级大纲，词汇部分有所超出。新HSK一级大纲收入词

语共计150个，本册共选取词语218个。每课生词控制在10个左右，开始部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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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后面逐渐增多。考虑到本教材主要使用人群之一是中学生，所以我们尝试

选取一些年轻、时尚的词语，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法

在语言功能的安排上，本册涵盖了新HSK一级大纲所有语法功能，并命名

为“学习要点”。这部分内容不仅包括句法，还包括重点词汇的解释，也就是所

谓的词法。讲解力求简单明了，注重实效。在讲解重点语法时，除了一般例句

外，还列出常见病句，以提醒学生特别注意。

四、汉字

除了汉字基础知识介绍和汉字笔顺展示以外，本套教材一个重要特色是设

立了“奇妙的汉字”栏目。从第六至二十课，我们尝试用活泼浅显的语言讲解当

课一个重点汉字的故事，以期让学生了解汉字的规律、起源和发展，从而提高学

生学习和书写汉字的兴趣。

五、拼音练习

本册第一至五课除了基础语音知识讲解外，还辅之以图片来进行辨音练

习，旨在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之后十五课的“拼音练习”不仅是对前五课语

音知识的巩固，也是对不断增加的生词的复习。另外，短小的绕口令、歌谣和古

诗也会让单调的拼音练习变得富有趣味性。

六、课文练习

课文练习是对本课所学生词、语法的巩固和拓展。考虑到中学生和社会人

员汉语课时有限，本册每课课文练习保持在四至五个。在练习形式上，口语表

达与汉字书写兼顾，语法输出性练习与课文理解性练习并有。任课教师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掌握情况，围绕课文练习进行复述与交际性对话。

七、文化知识

本教材不仅介绍中国文化，而且也会描绘中国人的生活。在编写时，我们

希望每一篇“文化知识”都与本课课文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成为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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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补充。最后设计的小作业则是为了加强师生之间、课堂内外的良性互

动。

本册教材的编写由六位老师合作完成。罗兰大学远东研究所所长、中文系

主任、孔子学院院长Hamar Imre 教授为全书提供了设计思路，并时时提出很多

富有创见性的意见。第一至九课、第十九、二十课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副教授、罗兰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蒋文燕博士执笔；第十至十二课、第十七课由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凡红执笔；第十三至第十六课、第十八课由罗兰大学孔

子学院教师叶秋月执笔。罗兰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匈牙利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东

方语言室主任Bartos Huba博士撰写了《匈牙利人汉语语音学习的特点和难点》

一文，并对很多语法解释提出了专业的修改意见。罗兰大学中文系教师Salát

Gergely博士撰写了“文化知识”的部分中文篇章及全部匈语文章。蒋文燕负责

全书的统稿修改。罗兰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王娟、叶立洋、李林平、牛志楠为全

书后期做了很多辅助性的工作，王娟还编写了一些拼音练习，在此一并对他们

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首先

得到了中国国家汉办的鼎力支持，使这套系列教材获得了汉办立项。北京外国

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张晓慧教授不但给教材编写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还

为教材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意大

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朱勇博士和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美国

犹他州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雷莉教授作为本册教材的编审，为编写提出

了很好的意见，付出了很多心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文字学博士方稚松

不仅审阅了“汉字知识”、“奇妙的汉字”的所有文字，还撰写了其中的若干篇

章。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教师Buslig Szonja博士和Nyiradi Blanka也为本册

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出版分社的

编辑为本册教材的编写校对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此外，罗兰大学Ruttkay Hel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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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匈语教研室郭晓晶老师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匈

语专家Hajnal László先生为本册教材的匈语校对、版式编排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们的加入不仅使本书的质量得到了保证，而且也让编者受益良多。在此一并

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匈牙利语由Zombory Klara女士翻译。本册书稿经过多次修改，这

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而 Zombory Klara 女士每次都保持耐心，予以配

合。这里再次感谢她认真而辛苦的工作。

此外，还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的刘晓辰为本书出版付出

的辛苦努力。

一本教材的诞生并不容易，它汇集了众人的心血。我们衷心希望使用本书

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喜欢它。同时，我们也期待得到使用者的宝贵意见，在未来

的日子使它继续完善。

蒋文燕

2011年1月28日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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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汉语语音学习的特点和难点

汉语普通话（以下简称汉语）的发音与其他的，比如欧洲一些语言的发音比

起来并不更奇怪或复杂，但当然有一些语音，学习汉语的匈牙利人为了学习标

准的、易懂的发音方式一定要更加注意。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匈牙利人提供

这方面的帮助。在 我们解释的过程中，各个语音一律用汉语的标准罗马文字即

拼音字母标注，但如有需要，就在方括号内另加国际音标的符号。

汉语词汇的发音明确地基于音节结构，也就是说，音节为发音的主要单位，

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辅音主要是在音节的前头出现，作声母。除此之外，少

数辅音还能在音节的末尾出现，作为韵尾，这些是 -n, -ng, -r 。在声母和韵尾的

位置之间有一个元音（所谓的主要元音），有时候是单独的，但前后也可以带着

一个所谓的作为音渡的半元音（-u-, -o [-w-], -i- [-j-]）。音节的唯一必要成分是

主要元音，某个音节里，其他成分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这样，最小的音节就是

由一个元音组成的。除了复音、元音、半元音以外，汉语的音节绝大部分还有一

个重要成分，就是声调，这是每个词或词素特有的曲调。下面我们将 对这些构

成音节的成分作仔细的介绍。

一、声母辅音

在声母位置出现的辅音当中，以m, l, f, s 字母为符号的那些语音与匈牙利

语的类似语音，即m, l, f, sz一模一样，所以它们的发音对匈牙利学生没有任何

难点。汉语里n 的唯一发音特征是 发 i、ü 之前时稍微腭化，虽然不完全变成与

匈语里的ny [ø] 一样的腭音，但趋于此音，例如：你 ni，女 nü。

汉语辅音当中有一种特别 重要的音位对比，也 就是送气与不送气的塞音、

塞擦音的对比。这种音对有六个：p~b, t~d, k~g, c~z, ch~zh, q~j 。发音时应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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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下三个方面：

1. 标注不送气辅音的字母b, d, g, z在匈语中标注成浊音，但在汉语里这些

音对的两个成员都是清音，包括这几个字母标注的那些辅音。因此，这四个辅

音的发音与匈语里的 p, t, k, c 相近。

2.“送气”的意思是，发这类辅音时要用相当强的呼吸流冲破因发这些辅音

而形成的封闭，结果是主要辅音后边可以听到类似象 h 的小后音，例如：他 ta

'tha'、皮 pi 'phi'、苦ku 'khu'。

3. 在发音方面这些辅音还有一个与匈语里类似语音不一样的特征：发汉语

的送气塞音、塞擦音时，发音器官的肌肉 会高度紧张，所以发出来的辅音听起来

很强、很“硬”，而发音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时，发音器官的肌肉会特别放松，所

以发出来的语音听起来非常“轻”，比匈语的清音（即p, t, k）轻松得多。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汉语辅音当中有两种辅音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上比较特殊。一种是所谓的“卷舌辅音”，指的是发音时舌尖要向上翘起，再往

后卷，从而使舌尖后部位接近硬腭。这些辅音在汉语拼音以 zh, ch, sh, r为标

注。其中 sh 与 r 是擦音（即发音时在口腔里不形成完全堵塞，还留有一个窄

缝），成为一对清音、浊音，听起来就跟匈语里的 s、zs相似，而它们的主要区别就

在于卷舌的发音方式不同。Zh 与 ch 均为清音，分别是不送气和送气音，并且听

起来有点儿像匈语里的 cs [tS]，但这里也有卷舌方式的主要区别。另外，发汉语

这两个辅音时，相关的发音器官冲破堵塞要比发匈语的类似音感觉更突然。

另外拼音系统中用 j, q, x 标注的辅音是汉语所特有的。它们最突出的特征

是双重阻塞的发音方式：发音时口腔的两个部位同时成为气流的阻碍，也就是

说，好象同时发出两个不同的辅音那样。具体说来，一个发音部位是齿龈隆骨，

舌尖翘起接近硬腭的齿龈部分，就像匈语里的 c [ts]、sz [s] 的发音部位与方法。

另一个，跟前者同时的发音动作是舌根翘起来接近硬腭的后边，像发音匈语里

的 ty [c]、j [j] 那样。换句话说，汉语拼音里用 j 标注的辅音好像等同于匈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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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s] 和 ty [c] 两个音同时发音，而以 q 为符号的辅音是它送气的对象。用 x来

标注的辅音是同部位的擦音。需要说明的是，j, q, x 这三个辅音都是清音。

另外我们还要谈谈拼音字母 h 标志的语音。这并不像匈语里的喉音 h

[h] ，发音部位比匈语发音位置更高，发音方式也不一样。其实，汉语里的 h 有

两种发音变体。一种对以匈语为母语的学生可能容易模仿的发音方法是把舌

根翘到软腭形成的擦音，跟德语、俄语里的 ch [x] 差不多。另一种可能更难模

仿，但更加标准的发音方式是用软腭的最后部位，即小舌的多次颤动而形成的

声音，与法语里的小舌擦音 r [Ò] 的清音对象相似，但是发得比较硬，比较紧张，

颤音的特征更明显。

二、韵尾的辅音

在普通话里只有 -n、-ng [ŋ]、-r 这三个辅音能够放在韵尾，其中 -n 的发音方

式跟匈语的 n 差不多。就是当汉语发音过程到了韵尾位置时，为了发这个 -n

而在硬腭和舌尖之间形成的气流阻塞不能冲破，直到下一个音节开始发音时。

韵尾-ng [ŋ] 与英语里的类似韵尾一样，发音时舌根向软腭翘起，抵住软腭，气流

阻塞保留不开，与匈语里的词尾 -ng 不同。如想练习，就要注意念韵尾的-ng

时，到开始发-g 之前要停顿下来，不继续发音。

第三个韵尾辅音是-r，主要的出现语境限于一个音节，就是“er”。带舌卷的

发音方式，是一种舌尖往后卷起、不颤动的辅音，跟上面提到的两种韵尾鼻音一

样，发音器官都坚持在发音的位置。音韵描写的教材经常说它与美国英语里的

韵尾 -r 基本上一样。这个韵尾辅音在汉语的很多方言，包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

有次要的出现分布：在某些词里占其他韵尾音或空韵尾的位置（例如：玩儿

wanr; 球儿 qiur, 会儿 huir）。如果此韵尾本来有其他辅音或半元音 -i [j]，那么

这个 -r 就来代替它，这样改变原来的音节结构，例如：玩儿wanr ® 实际发音为

war，会儿 huir ®实际发音为 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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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音

汉语的元音中也有一些与匈语里类似的，也有完全不同的语音。与匈语基

本一样的元音有 o、u、i、ü ，以及等同于匈语 á [aù] 的 a 。但是跟辅音系统比起

来，普通话的元音系统相当复杂，拼音字母和语音之间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因

此有时同样的语音由两个不同的字母来标注（例如元音ü [y] 在 n、l 后写“ü”，

其他地方就写“u”）。有时却正好相反，某个字母在不同的音节里标不同的元

音。因此我们需要对上面提到的简单元音也做出详细地介绍。

拼音字母 o 大多数等同于匈语里的类似元音，如单独出现于声母之后就念

长元音ó (例：破 po)，而在别的情况下念短的 o (例：国 guo, 好 hao)。韵母 -ou

的情况有其特点，这里的 o 实际上是一种匈语里的 o 与ö [O] 之间的元音，大概

跟好几种日耳曼语言里可以遇到的，一般在非重音音节里出现的 schwa（[ə]）相

近，例：狗 gou 。另外，在韵尾 ng 之前是一种 o 与 u 之间的语音：红 hong, 匈

xiong 。

拼音字母 u 的读音一般等同 于匈语的u/ú（在音节尾发音长：ú [uù]，例如：

路 lu；在其他位置发音短：u，例如：火 huo）。但在 j、q、x 及 y 之后的位置例外，

念 ü/ű（在音节尾发音长：ű [yù]，例如：去 qu；在其他位置发音短：ü，例如：学

xue, 运 yun）。拼音字母ü 限于 l、n 之后的位置，长短情况跟 u 相同（例如长 ű

[yù]：女 nü，短 ü [y] ：略 lüe）。

字母 i 可以标志四种不同的元音。如为音节的主元音，一般就念得与匈语

的长 í [iù] 相同（例：里 li、七 qi）。但在卷舌辅音 (zh, ch, sh, r) 之后，这些辅音

的卷舌特征也传到元音，把 i 变成卷舌元音 [ʅ]，也就是说，发这个 i 的时候，舌

尖还在卷起的位置，和发音前面的辅音那样。结果是一种有点儿像俄语的 jery

(ы) 元音，听起来是介乎于匈语 i 与ü 之间的一种语音，例如：只 zhi、日 ri。相

反，如果字母 i 出现于 z, c, s 之后，正确的读音是一种发音位置比“正常的”i 的

位置稍微往后，结果是匈语里的 i 与俄语里的 jery (ы) 之间的元音，例如：[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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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zi、四 si 。用字母 i 来标志的第四个语音是一种音渡，即半元音 [j]，或者在主

元音之前(小xiao)，或者在主元音之后(来 lai)。

拼音字母 a 的音值可以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变化，从后元音 a [A] 到前开元

音 e [ε] 。如 a 出现于韵尾 -ng 之前，那就是一种介乎于匈语的 a 与á 之间的语

音：王 wang 。 a 在音节末端的位置作音节的主元音时是长元音：他 ta, 下 xia，

而在 -n 或 -i [j] 之前是短元音 [a] ：班 ban、外 wai 。可是在韵母 -ian/yan 中就

念为开元音 e [ε]，也就是韵母 -ian/yan 的发音是跟匈语的音节 jen 差不多，例

如：面mian、演 yan 。最后，当a 出现于半元音 ü [ç] 和韵尾 -n 之间时则念一个

更加开口的、听起来是匈语里的开元音 e 和短的á [a] 之间的声音([æ] 或 [ɐ])，例
如：选 xuan、元 yuan 。

字母 e 也代表几个不同的语音。当它在以 -n/-ng为韵尾的音节作主要元音

时 ，就念上面已提到的 schwa（[ə]），例如：人 ren, 冷 leng 。在音节 er 里也与

schwa 相似，但发音时舌尖已经往后卷起（卷舌元音，非常象美国英语发音burn

[bn] 这个词里的元音）。如果前面是用 i 、y 字母标注的 半元音 [j]，那么字母

e 的发音就等 同于匈语里的 e，例如：写 xie、也 ye 。而如果后面是半元音 [j]，则

念类似于匈语里的短 é，这样两个语音合起来成为复合元音 [ej]，例如：累 lei、

黑 hei 。最后，如果 e 单独为音节的主元音，就念一个非圆唇的 o ，例如：热 re、

饿 e 。这个音，匈牙利学生经常念为匈语的 ö [O]，念得特别难听。如要练习标

准的发音方法，就最好先准备发一个匈语的 o ，然后使嘴唇松弛，把撮口的动作

去掉，同时也注意口腔的开度与舌头的位置坚持不变。

四、音渡作用的半元音

在汉语语音中，主要元音前后的两个位置可以出现一些发音时间非常短的

元音，这就是所谓的音渡半元音，它们与主元音合起作为复合元音。

主元音前面的位置可以有三种半元音：短音的 u（在国际音标系统写 [w]，

发音跟英语里的 w 相同），在拼音文字中 一律都写 u ：关 guan、多 duo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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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音的前元音ü（国际音标[ç]）在拼音字母 j, q, x, y 后边写 u ，例如：全 quan、学

xue；而在 l、n 后写ü ，例如：略 lüe、虐 nüe。基本上念 [j] 的很短 i 要用字母 i 标

注，例如：别 bie、休 xiu 。

主元音后边的位置却只能出现两种半元音：念为 [j] 的很短的 -i ，例如：买

mai、北 bei ，和念得特别短的 u 或 o ，这个语音在 a 后边写成 -o，否则就写

成 -u，例：好 hao、都 dou 。

无声母的、也就是以主元音或半元音为音节头的音节均有特殊写法：如果

这个音是 i/j, u, 或 ü，那么半元音 i- 就写成 y-，半元音 u- 写成 w-，而主元音 i、u

及主、半元音ü 前边就出现一个 y- 。这样，i, in, ing音节的写法是 yi, yin, ying，

ie, iang等音节的写法是 ye, yang, …，u, uo 的写法是 wu, wo，而 ü, üan 等就要写

成 yu, yuan, …。但我们应该注意：这些 y-、w- 绝对不代表任何辅音，因此（除了

韵头为 ya-, ye-, yo- 的那些音节里非要念 j- 的半元音 i- 以外）绝对不要把它们

念成正常的 j- 与 w- 。单独主元音前边写的 y-/w-（例如：一 yi、五 wu、雨 yu）

仅仅表示，这类无声母音节要比较轻柔地开始发音，而不要象匈语、德语里的类

似音节那样，为气流把声门很突然地打开。

五、三个奇怪的韵母

汉语拼音中有三个特殊的韵母，-ui、-un/wen、-iu/you，对于它们的写法必须

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原因是拼音系统有一些韵母系统和实际发音不完全一致的

地方。第一个有这类问题的韵母是 -ui 。这个韵母如前面没有声母就要写成

wei，例如：为 wei —对 dui 。这个写法表明虽然本韵的写法有的地方是 ui ，但

是主元音实际上不是 -u- ，也不是 -i ，而是 e 。也就是说，对 dui、贵 gui、水 shui

等字的发音实际上是 duei, guei, shuei 等等。发音发得越慢，这个特征越明显，

比如在发音时间最长的第三声音节里听得最清楚。韵母-un/wen 的情况也一

样，本韵的主要元音 schwa（[ə]）在声母辅音后面的写法也看不见，但韵母单独作

音节时就用一个 e 来代表此元音，而发音时也可以将它分离出来。那么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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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lun、春 chun、顿 dun 等字的发音 就是 luen [luən], chuen [t§uən], duen [tuən]，

说话快时 [ə] 很短，不容易听出来，而说话慢时就很明显。第三个有类似问题的

韵母是 -iu/you。这里主要元音是个 o ，同样在声母辅音后面的写法（-iu）没有，

可是六 liu、秋 qiu、牛 niu 等字的实际发音又包括它，例如：liou, qiou, niou, 但是

说话的速度越快，分离出这个 o 的可能性越小。

六、声调

汉语普通话有四种不同的声调，即四种有分别不同意义的能力的升降曲

线。（汉语有一些其他的方言有8、9个声调！）这四个声调大部分汉语教材一律用

1至 4的数字命名，并且用四个加在主元音字母上面的附加符号来标志。发声

调时一定要注意，发出声调并不等于唱歌，而要像匈语也具有的语调那样，应该

在正常说话的音高范围之内把汉语声调的升降表示出来。声调属于音节的结

构，也就是一个音节正好配一个声调。

第一声的曲线是高而平，意思是发该音节时，发音的音高一直在正常说话

音高范围的顶端，不降下来。第二声是逐渐升高的，发音时要从音高范围的中

级提到最高级。对匈牙利人来说，这个声调可能是最难掌握的，他们经常犯的

错误是音高提升得不够高。第三声是复合曲线，第一段从比中级稍低一点的音

高开始往下走，第二段继续从最低音高提到音高范围的中级。第四声是全降，

从顶端很快就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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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的曲线变化可以用下图进行说明：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在一段不间断的话语（一个韵律短语，即一段发音必须无停顿的话语）中如

某个第三声的音节后面还有别的音节，那么这个第三声的实际发音要按后面音

节的声调加以变化：

·如果后面的音节也是第三声，那前面音节的声调就变成第二声。

·如果后面的音节带着其他的声调，那么发音时只发前面第三声音节的前

一段，也就是下降的曲线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半三声”。

换句话说，第三声的全部正常曲线，只有在一段话（一个韵律短语）的结尾

才念出来。否则，声调必有变化。

轻读音节的一部分同时也没有声调，即绝对不带上面介绍的第一至四声。

这类音节的发音时间比重读音节短得多，发音的音高就根据前面与它共同构成

短语的音节的声调来决定：

发 音 时 间

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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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声之后，这个轻读音节在音高范围里应该是中级发音，如前

面的音节是第三声，那么这个第三声也变成“半三声”。

·第四声之后，象继续第四声的曲线那样，轻读音节的音高就是音高范围

的最低点。

不带声调的（即“轻声的”）音节经常还有别的发音变化。比如，这种音节的

声母如果本来是送气的，此时就变为不送气的，而原来不送气的声母辅音就变

成浊音。元音的发音也变得相当松弛，经常丢掉一些发音特征，甚至于所谓的

咝音(s-, sh-, c-, ch-, x-, q-) 以及 f- 之后的元音也能变为清音。

包甫博（Huba Bartos）

2011年7月21日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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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用语

汉 语

你好！

你们好！

大家好！

老师好！

同学们好！

早上好！

谢谢！

不客气！

对不起！

没关系！

请跟我读。

请再说一遍。

现在上课。

休息一下。

下课。

再见！

明天见！

拼 音

Nǐ hǎo!

Nǐmen hǎo!

Dàjiā hǎo!

Lǎoshī hǎo!

Tóngxuémen hǎo!

Zǎoshɑng hǎo!

Xièxie!

Bú kèqi!

Duìbuqǐ!

Méi guānxi!

Qǐng gēn wǒ dú.

Qǐng zài shuō yí biàn.

Xiànzài shàngkè.

Xiūxi yíxià.

Xiàkè.

Zàijiàn!

Míngtiān j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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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类表

词 类

名词

代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

量词

副词

介词

连词

助词

叹词

象声词

拼 音

míngcí

dàicí

dòngcí

xíngróngcí

shùcí

liàngcí

fùcí

jiècí

liáncí

zhùcí

tàncí

xiàngshēngcí

简 称

名

代

动

形

数

量

副

介

连

助

叹

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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