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五讲 我的房子在山上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12日）



表达“在”的句子-ko，-po (来自第7讲)

● 用组的命名加上 -ko 可以表达在一个不是非常确切的地点

Yuko Kariakoo. 他在 Kariakoo 。
Wako Bagamoyo sasa. 他们现在在巴加莫约。

● 用组的命名加上 -po 可以表达在一个确切的位置，或者说某样东西确实

是有的。

Posta ipo mbele ya shule ya Kariakoo.
邮局在卡里亚库学校的前面。

Vocha zipo. 充值卡是有的。（这里是有充值卡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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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 -mo 是另外一个表达地点的方式，指的是

在……的里面

- Nyaraka zimo chumbani. 文件在房间里。

● “ 在……里，在……中”经常有转义，并不局

限于位置，比如

- Yeye yumo katika baraza la mawaziri.
他是在内阁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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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方位词
■ juu (-) 上面 ■ mbele (-) 前面

■ chini (-) 下面 ■ nyuma (-) 后面

■ ndani (-) 里面 ■ mkabala (mi-) 面对

■ nje (-) 外面 

● kushoto 左 kwa upande wa kushoto 左边

● kulia 右 kwa upande wa kulia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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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一下
-po 一个确定的位置

-ko 一个不确定的位置

-mo 在……的里面

● 注意：只要我们使用 -po, -ko, -mo 这样表示地点的句 子，我们总是

从物的角度出发，说这个东西（或动 物）在某个地方

[ 名词 ] [ 主语前缀 -po] [ 地点 ]
simu zi-po duk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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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点的角度出发， ku 组名词
● 在斯语中地点也可以是名词，但是这类名词有些特殊，都是从其他类别

的词转换而来的，比如“家”这个词 nyumba 是 i 组的，但 是他加上 -ni 之
后可以变成一个表达地点的名词 nyumbani “家里”

- Nyumbani kuna watu wengi. 家里有很多人

- Shuleni kuna wanafunzi wengi. 学校里有很多学生

● ku- 作为主语前缀和动词词干搭配使用也有一些是固定搭配，并且所链

接的“地点”一般在动词词干里已经说明了。

- Kunanyesha. 正在下雨。 
- Kumekucha. 天亮了。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名词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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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这，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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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 yule wa w- m-

wa组 hawa hao wale wa w- wa-

u/i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i组 hii hiyo ile ya y- mi-

i/zi类名词 i组 hii hiyo ile ya y- n- *

zi组 hizi hizo zile za z- n- *

u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 ku组 huku huko kule kwa kw- ku-



表示地点的这一类“名词”
同样是用 -ni 转换成的地点名词，实际上有三种可以链接的方式，除

了 ku- 以外，还有 pa- 和 m- ，这三者分别的意思是：

■ pa- ：一个确切的位置 （ pa 组）

■ ku- ：一个不确切的位置 （ ku 组）

■ mu- ：一个“容器”的里面 （ mu 组）

Pale shuleni pana miti miwili. 在那边的学校里有两棵树。

（ shuleni 在这里是一个 pa 组名词，有自己的指示代词 pale ，也有自

己的主语前缀 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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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这，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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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 yule wa w- m-

wa组 hawa hao wale wa w- wa-

u/i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i组 hii hiyo ile ya y- mi-

i/zi类名词 i组 hii hiyo ile ya y- n- *

zi组 hizi hizo zile za z- n- *

u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pa/ku/ku类名词 pa组 hapa hapo pale pa p- pa-

ku组 huku huko kule kwa kw- ku-

mu组 humu humo mle mwa mw-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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