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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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复习

● yu/wa类的名词（多指有生命的，人、动物）

● i/zi类的名词（多指“简单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大部分外来词）

● u/i类的名词（多指植物，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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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这) 指示代词(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的前缀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yule wa w-

wa组 hawa wale wa w-

i/zi类名词 i组 hii ile ya y-

zi组 hizi zile za z-

u/i类名词 u组 huu ule wa w-

i组 hii ile ya y-



形容词的前缀
大部分斯瓦希里语的形容词在使用时都必须加入所链 接组的信息，这部分

信息被称为形容词前缀

-zuri 好，美

Mtu huyu ni mzuri.
Watu hawa ni wazuri.
Mti huu ni mzuri.
Miti hii ni mizuri.
Habari hii ni nzuri.
Habari hizi ni nz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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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a 类名词的形容词前缀

yu 组 ■ 一般情况下直接加 m- mtu mzuri
■ 如果形容词本身是元音开头，加 mw-

wa组 ■ 一般情况下直接加 wa-
■ 如果形容词是 e 或 i 开头，会融合成 we
watu wa-ingi → watu wengi
wanafunzi wa-ema → wanafunzi w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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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的
前缀

形容词
前缀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yule wa w- m-

wa组 hawa wale wa w- w-



u/i 类名词的形容词前缀

u 组 ■ 一般情况下直接加 m- mti mzuri
■ 如果形容词本身是元音开头，加 mw

i 组 ■ 一般情况下直接加mi-
■ 如果形容词是 i 开头，会融合成 mi- 比如 mizigo mingi (-ingi)
■ 如果形容词是元音（除 i ）开头，加 my- 比如 miaka myema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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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的
前缀

形容词
前缀

u/i类名词 u组 huu ule wa w- m-

i组 hii ile ya y- mi-



i/zi 类名词的形容词前缀

i 组 和 zi 组的形容词前缀相同

● 形容词开头的是辅音

○ 发音时舌头在齿龈的辅音（ z,d ）或 g ，加 n- 比如 n-zuri, n-dogo
○ 发音时主要依靠双唇的辅音（ p,b ），加 m- 比如 m-pya, m-baya
○ 其他辅音 则不加 kazi kubwa, nguo moja

● 形容词是元音开头的，加 ny- ，比如 siku nyingi
● 少数特殊的变形 mbili (-wili) , ndefu (-refu), njema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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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的
前缀

形容词
前缀

i/zi类名词 i组 hii ile ya y- n- *

zi组 hizi zile za z- n- *



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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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
的前缀

形容词
前缀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yule wa w- m-

wa组 hawa wale wa w- wa-

u/i类名词 u组 huu ule wa w- m-

i组 hii ile ya y- mi-

i/zi类名词 i组 hii ile ya y- n- *

zi组 hizi zile za z-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