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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边境强震
至少330人死亡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3
日报道，靠近伊朗西部边境地区的伊
拉克北部 12 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
伊朗震区造成至少328人死亡。

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伊朗边境10
多个省份震感强烈，其中最严重的克尔
曼沙阿省有20多个村庄损毁严重，至少
328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

加上伊拉克方面统计的丧生人数，
这场强烈地震已经致死超过330人。

国际媒体报道，地震引发山崩和
断电，影响了救援速度。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卜杰西
南32 公里处当地时间12 日晚9时18
分（北京时间13日2时18分）发生7.2
级地震，震源深度33.9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地震
共造成伊朗方面至少 214 人丧生，另
有 2504 人受伤。稍晚些时候，伊朗学
生通讯社报道，死亡人数已经增至
328人，并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路透社报道，这次伊朗方面受地
震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克尔曼沙阿省。
在这个省的萨尔波勒扎哈卜县，至少
142 人死于地震，当地距离两伊边界
15公里。

据了解，目前地震造成伊拉克至
少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苏莱曼尼亚
省卫生部门官员对记者说，位于该省
首府苏莱曼尼亚市东南 35 公里处的
达尔班迪汗镇因靠近震中，受损严重，
该镇有 4 人丧生，其它地区有 3 人丧
生。苏莱曼尼亚省还有超过 300 人受
伤。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官员13日确
认，地震造成该省包括一名儿童在内
的2人丧生，约200人受伤。

按路透社的说法，伊拉克受灾最严
重的地区是达尔班迪汗镇，当地位于苏
莱曼尼亚省首府苏莱曼尼亚市以东75
公里处。库区卫生部长雷考特·哈马·拉
希德说，当地30多人在地震中受伤。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杰塔
巴·尼凯尔达尔证实，当地政府正在搭
建3处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尔·
侯赛因·库利万德说，现阶段难以向一
些偏远地区派遣救援队伍，因为“地震
引发的山崩阻断了道路”。此外，重灾
区萨尔波勒扎哈卜县的一家主要医院
已经被严重损毁，被送至那里的数百
名伤员无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萨·
拉赫马尼·法兹利证实，军队正在赶赴
震区参与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报道，30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
前往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 7
万人需要紧急避难。卫生部呼吁民众
为伤员献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油
管道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伊
朗和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由于余震
不断，两国数以千计居民不得不在户
外躲避。伊朗一家地震观测中心说，他
们统计到50次余震，预计还会有更多
余震发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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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特朗普的“网红”外孙女
这些国家的王子公主也在学中文

■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网红”外孙女阿拉贝拉，从18个月大就开始学习中
文，因其优秀的中文水平，获得广大中国网游的点赞。

■ 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举办的习特会中，阿拉贝拉和她的弟弟约瑟夫为
两国元首夫妇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备受中
国网友的喜爱。

■ 除了特朗普家的孩子外，还有多国王室在要求孩子学习中文，比如英
国小王子，比利时公主等。这真的是全世界都在学普通话。

■ 此外，还有多国元首也在争相学习中文，更有多位亿万富翁也在让自
己的孩子开始学中文，这更说明中文真的越来越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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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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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世 界 都 在 学 普 通 话全 世 界 都 在 学 普 通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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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张口表达；课后要按时
完成作业，这样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向

老师请教，不使问题积压。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是中文“科班

出身”。2008年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用标
准的中文调侃道：中国有个说法，叫“天不怕，
地不怕，就怕老外说中国话”。

这些亿万富翁都让孩子学中文

此外，许多备受瞩目的家庭也都在让自

己的孩子学习中文。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和他的妻子

麦肯齐有四个孩子，他们会让孩子学习许多
不同的东西，包括学习普通话。麦肯齐说，“我
们会带孩子在淡季去旅行，做厨房科学实验，
上普通话课和新加坡数学课，还会进行一些
体育运动。”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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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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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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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公主将来要接受军事
训练，为登基成为女王做准备。目
前莱昂诺尔在首都马德里一间私
立学校就读。她的课程包括英文和
芭蕾舞以及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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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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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7 月，在荷兰王室接
受媒体拍照的时候，国王向媒
体介绍了几个女儿的学习，三
位公主的学习成绩都不错。

长公主 Amalia 在海牙中
学读书，2017年长公主会选择
中文课程作为选修课，努力学
习。王后说，长公主很喜欢中
文。国王说，这跟公主们曾经
前往中国旅行有关。

英国小王子
4岁就开始学普通话

西班牙公主
王位第一继承人学汉语好几年了

比利时公主
未来女王可用汉语简单交流

荷兰公主
会选择中文课程作为选修课

泰国公主
最喜欢中文的外国公主

这些人也在学中文新闻多一点

大屏幕播放特朗普外孙女阿拉贝拉唱歌的视频 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多国王室都在要求孩子学中文

11月13日，在伊朗克尔曼沙阿省萨
尔波勒扎哈卜，救援人员展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