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一讲 概述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9年3月22日）

斯瓦希里语的地位

● 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的官方语言之一

●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族语言

● 东非和中非一些国家的交际语言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你可能听过的斯瓦希里语词

● Amani  （和平）

● Nakupenda wewe  （我爱你）

● Rafiki （朋友） / Urafiki （友谊）

● Safari （旅行）

● Hakuna matata （没问题）

● Jambo / Mambo （你好）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先学会打招呼

jambo bwana (them mushrooms的歌) (http://www.songtaste.com/song/102237/)

1. jambo? 更标准的说法是 问： Hujambo bwana / bibi?

答： Sijambo.

2. habari gani? 更常用的说法 问： Habari zako?

答： Nzuri (sana)

3. mambo? 也可以用 问： Mambo vipi?

答： Poa  或者  Shwar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http://www.songtaste.com/song/102237/


斯瓦希里语的发音 -  元音

a 阿 asante 谢谢

o 喔 ofisi 办公室

e 大部分发“黑”的后半部分，先出现的e可能嘴张得更大些

Nimeelewa.  我懂了 Lete! [lɛtʰe] 拿来！

u 乌 -uliza 问

i 衣 ikulu 总统府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的发音 - 辅音

大部分和汉语拼音的读法相同

● 有一些鼻音化的辅音 mb mboga  菜

nd ndege 鸟 / 飞机

● 有一些特殊的鼻音 ny （“ 牛”的前半部） nyumba  家

ng' （汉语拼音ng后鼻音） ng'ombe  牛

● 有大舌音 r rangi 颜色

● 有辅音附带了嘴唇变圆 bwana  先生 -kwama  陷在某处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动词和动词词干

● “ 词”的定义是拼写上独立的单位， mimi nakupenda wewe.  这句话有三

个词， nakupenda 是动词， mimi  和 wewe  是人称代词。

● 动词词干是动词中表达动作的部分 

ni-na-ku-penda  中的  -penda  是动词词干，意思是“爱”， nakupenda  是一

个动词

● 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

nakupenda.我爱你。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一个动词里有什么 - 时态

Ni- na- ku- penda -> ninakupenda
我(主)- 现在时- 你(宾)- 爱

Ni- li- ku-     penda -> nilikupenda
我(主)- 过去时- 你(宾)- 爱

Ni- ta- ku- penda -> nitakupenda
我(主)- 将来时- 你(宾)- 爱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一个动词里有什么 - 主语前缀

Ni- na- ku-     penda   ->  Ninakupenda
我(主)- 现在时- 你(宾)- 爱

A- na- ku- penda   ->  Anakupenda
他(主)- 现在时- 你(宾)- 爱

Tu- na- ku-     penda   ->  Tunakupenda
我们(主)- 现在时- 你(宾)-  爱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一个动词里有什么 - 宾语前缀

Ni- na- ku- penda   ->  ninakupenda
我(主)- 现在时- 你(宾)- 爱

Ni- na- m- penda   ->  ninampenda
我(主)- 现在时- 他(宾)- 爱

Ni- na- wa- penda  -> ninawapenda
我(主)- 现在时- 他们(宾)- 爱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动词和名词在同一个句子里

一个动词里只能有各种人称或时态的前缀，名词是一

个单独的词，不能添加在动词里，但是可以进行补充说

明。

Tu- na- penda amani.
我们(主)- 现在时- 爱 和平 .
我们爱和平。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0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二讲 问名字、问国籍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ni-na    > na

在口语中  ni-na-动词词干 经常用简略形式 na-动词词干

ni-na-ku-penda  ->    nakupenda.  我爱你。

ni-na-ku-uliza, …  -> nakuuliza,...  我问你，...

ni-na-sema hivi,... -> na-sema hivi,...  我现在这么跟你讲 ,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问好（补充）

● jambo A: Hujambo? B: Sijambo.

A: Hamjambo? B: Hatujambo. 

● habari Habari za asubuhi? Nzuri.

Habari za kutwa? Nzuri.

Habari za leo? Nzuri.

● shikamoo A: Shikamoo (mzee)! B: Marahaba (mwanangu).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habari --- 消息

● 连接时间:

habari za asubuhi? habari za leo?

● 连接地点

habari za kwenu? habari za huko?

● 连接事情

habari za kazi? habari za safar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问名字

● 方法一:

A: Jina lako nani?

B: Jina langu Asha.

● 方法二：

A: Unaitwa nani?

B: Naitwa Suleiman. / Ninaitwa Suleiman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复习一下疑问词

● gani 什么样的？ 修饰一个名词 
Kazi gani? Biashara gani? Rangi gani?

● nini 什么？ 替代一个名词

Unafanya nini?
● wapi 哪里？ 替代一个地点

Unakwenda wapi?
● nani 谁？ 替代一个人名

Nani alikwenda. Unaitwa nani?
● vipi 怎么？ 替代一个状语（修饰动词）

Utakwenda vip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问国籍

● 方法一：你从哪里来？

A: Unatoka wapi? -toka  从……出来

B: Ninatoka Uchina (China).

● 方法二：你是……国人吗？

A: Wewe ni mchina?
B: Ndiyo. Mimi ni mchina.
(Hapana. Mimi si mtanzani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ni/si

“是”在斯瓦希里语里并不是普通的动词，在现在时没有

动词词干（不像 ninakupenda 中的-penda）。
用独立人称代词加上 ni “是”，可以表达：

● 国籍：Yeye ni mchina.
● 职业：Mimi ni mfanyabiashara.
● 人的状态（好 / 坏，聪明 / 笨）：Wao si wazur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独立人称代词

单数 复数

我 mimi sisi

你 wewe nyinyi

他/她 yeye wao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注意单复数!

单数 复数

mfanyabiashara wafanyabiashara

mchina wachina

mtanzania watanzania       (Mimi ni mchina. Wao ni watanzania.)

● 形容词也有单数复数！

mzuri wazuri

mbaya wabay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国家(U-)

● 很多国家的名字是 U-的开头

Uchina, Uganda, Uingereza, Ujerumani, Ufaransa

● 有一些国家的名字不是  U- 开头

Marekani, Zambia, Japani

表达一个国家的公民：

● 把 U- 换成  m- ： mchina, mfaransa
● 如果不是 U- 开头，则在之前加上 m- : mmarekani, mzambia

注意单复数： mmarekani / wamarekani, mfaransa / wafarans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0 沈玉宁

实战：问好 - 问名字 -  问国籍  -  问职业

● 问好（ hujambo?... habari? ... mambo? ... ）
● 问名字（ jina lako nani?... ）
● 问国籍（ unatoka wapi?... ）
● 问职业（ unafanya nini hapa?...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1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三讲 让对方做些事情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职业

mhasibu mbeba mzigo
mpishi mhudumu
kuli bosi
dereva wakala
maneja fundi
mhandisi fundi viatu
mpokeaji fundi simu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mimi 和 ni- 的区别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mimi ni-

配合使用的“动词”不
同

只能配合  ni / si ；或
者单独使用，表示强

调 (Wewe unafanya 
nini?)

各种动词词干，-
penda, -uza, -nunua, 
-toka, -kwenda, -kuja

完整性 是一个独立的词 是一个动词里面的部
分，只是一个碎片！

命名 独立人称代词 主语前缀

动词词干单独使用（命令句）

动词词干（ Ni-na-kaa Kariakoo  中的  -kaa ）单独使用的时候表示对

听到说话的人（你 / 你们）发布一个命令或督促，语气较为强硬，被称

为命令句。对一个人说的时候直接使用动词词干；对多个人的话要把

动词词干最后的  a  改成  e （如果结尾不是  a  则不改），并且加上 -ni 
。

- 对一个人： Kaa! 坐！ Angalia! 看好了！

- 对多个人： Kaeni!  坐！ Angalieni   看好了！

（ -kaa  坐 -angalia 看 / 检查）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舒缓语气

命令句语气比较强硬，可以在前面加上 tafadhali  
缓和语气

- Tafadhali kaa! 请坐！

- Tafadhali keti! 请坐！

- Tafadhali angalia hapa! 请看这里！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补充两个音的读法

dh，先把舌头移动到上下齿之间，再轻微地咬住一

点点舌尖部分，试图发“的”的音。

th，同样咬住舌尖部分 ，但是试图发“斯”的音

thelathini  三十 tafadhali 抱歉，请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命令句形式特殊的三个动词词干

-kuja 来
Njoo!  来！（对一个人） Njooni! 来！（对多个人）

-kwenda  去
Nenda!  去！（对一个人）  Nendeni!  （对多个人）

-leta 拿来

Lete!  拿来！（对一个人）  Leteni!  拿来！（对多个人）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可以添加一些具体的信息！

Angalia simu! 看手机！ Nenda TAZARA! 去 TAZARA 那里！

Soma hii!  读一下这个！ Lete chenji! 把找的钱给我！

Shika kalamu!  拿着笔！ Fungua mlango! 把门打开！(对一个人)

Pima kwanza! 先称一下！ Fungueni mlango! 把门打开！(对多个人)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但是……
● 命令式只能用于命令第二人称（命令“你”或者“你们”），

不能表达让“他”或“他们”做事情

● 用法非常单调，

不能加入其他的人称

（比如“给我一双鞋！”“给他零钱！”不能用命令句表达）

不能否定

（比如“别做！”“别去！”不能用命令句表达）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实战：注册信息

● 问好（ hujambo?... habari? ... mambo? ... ）
● 一个人想要注册（ nataka kujisajili. ）
● 另一个让他取一张表（ chukua fomu ）
● 并且帮助他填写

○ 名字（ jina lako nani?... ）
○ 住址（ unakaa wapi?... ）
○ 职业（ unafanya kazi?... unafanya kazi gani?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四讲 我想要、我喜欢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我想要某个东西

动词词干  -taka  很有用，直接加上一个名词（具体的东西），可

以表达你想要某个东西，特别是  ni-na-taka （我想要）和口语的

简略形式  na-taka （我想要）这两个表达：

● Nataka simu. 我想要手机。

● Nataka chenji. 我要找的零钱。

● Nataka vocha. 我要充值卡。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总结一些有用的动词词干

-kwenda -penda
-kuja -toka
-kula -fika
-kunywa -shika
-lala -andika
-lipa -ongea
-pata -sema
-pika -som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我想要做某事

“想要做某事”的句子在斯语里会使用两个动词词干，因为说明了两

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想要”，第二件事情是具体“做某事”）。第二

个动词词干要加上 ku- 这个前缀，这种用法被称为不定式。

Nataka kulala. 我想睡觉。

Nataka kulipa. 我想付钱。

Nataka kwenda. 我想走了。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kwenda 为什么不加 ku- ？
● 我们之前学习的 -kwenda，-kula ，-kuja ，-kunywa 这几个其实都

不是确切的动词词干，它们最基本的动词词干分别是  -(e)nda, -
la, -ja, -nywa

● 原因是：这些单音节的动词词干，在现在时（-na-），过去时（ -li- ），
将来时（ -ta- ）的时候会自动加上一个补足音 ku ；多音节的动词词

干则不需要加。

单音节动词词干： Ni-na-ku-la
多音节动词词干： Ni-na-lip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重新看一下之前的动词词干

-enda (kwenda) -penda
-ja (kuja) -toka
-la (kula) -fika
-nywa (kunywa) -shika
-lala -andika
-lipa -ongea
-pata -sema
-pika -som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Nataka ku-动词词干的表达加入其他信息

Ni-na-taka ku-uliza.
第一件事情是“想要” -taka，第二件事情是“问”  -uliza。第二件事

情一定要用不定式 ku- ，在这里不能再加入其他的时态，因为时

态在第一件事情（ninataka）那里已经说明了

但是，我们可以

● 加入具体做什么 Ni-na-taka ku-uliza swali.
● 加入宾语 Ni-na-taka ku-ku-uliz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Nataka ku-动词词干的表达加入其他信息

■ 加入具体做什么

Ni- na- taka  ku- uliza swali.
我(主)- 现在时- 想要 不定式- 问 问题

Ninataka kuuliza swali.

■ 加入宾语

Ni- na- taka ku- ku- uliza.
我(主)- 现在时- 想要  不定式- 你(宾)- 问

Ninataka kukuuliz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nitapenda... / ninapenda ...
● utapenda kufanya nini leo? 你今天（过会儿）还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你今

天以后的时间有什么打算吗?

问一个人以后想做某件事情一般不使用 -taka  这个动词词干（不使用utataka），
而使用  -penda  喜欢、爱（使用utapenda）

● unapenda kufanya nini? 你现在喜欢干嘛？ / 你平时爱好是什么？

如果 -penda 用于现在时 -na- ，指的一般是现在喜欢做的某件事情，或者平时的

爱好。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实战：买笔

● 问好（ hujambo?... habari? ... mambo? ... ）
● 一个人问另一个想买什么？ (unataka nini?)
● 另一个人想买笔（ kalamu ）
● 询问价格（ bei gani? ）颜色（ rangi gani? ）数量（ ngapi ？）

● 买完后问对方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哪里

（ unataka kufanya nini sasa? ）
● 告别（ kwa heri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五讲 我不要、我不去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7年5月21日）

-me- 的时态

-me- 是完成时的时态，意思是一件事情已经做完了。和 -li- 的区

别是： -li- 强调之前发生的某件事情，现在这件事情是否仍在持

续并不清楚。而 -me- 只关注这件事情是否已经完成了。

- Nilifanya kazi. 我曾经在工作 / 我当时在工作。

- Nimefanya kazi. 我已经工作过了。

- Umezaliwa wapi? 你是哪里出生的？

- Nimezaliwa Uchina. 我是在中国出生的。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ku-(不定式)和ku(补足音)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ku- ku

使用的位置 一句话有两个动词
词 干时，用在第二
个动 词词干前面 

仅用于单音节的动词
词干，比如 -la, -nywa, 
-ja, -enda 并且仅用于 
-na-, -li-, -ta- 的时态

例句 Nataka kula 
chakula.

Anakunywa maji.

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动词词干

-enda (kwenda) -penda
-ja (kuja) -toka
-la (kula) -fika
-nywa (kunywa) -shika
-lala -kaa
-lipa -ishi
-pata -sema
-jibu -onge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现在否定时
斯瓦希里语的否定比较复杂，并不是像很多其他语言一样加一个“不”就
可以了，而是用具体的否定时态。

现在否定时： 否定的人称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i，不是 a 则不改)

Si-taki. 我不想要。 Hu-taki hii? 你不喜欢这个？

Si-endi. 我不去。 Hu-endi? 你不去吗？

（现在否定时不使用补足音！！）

Si-pendi.我不喜欢。 Ham-pendi? 你们不喜欢？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肯定人称和否定人称
否定人称总的来说是 ha- 肯定人称，但是单数时，相对不规则一

些。

ni- -> si
u -> hu
a- -> ha
tu- -> hatu
m- -> ham
wa- -> haw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hujambo? sijambo?
Hujambo? Sijambo? 这组问好可以被理解为 动词词干 -jambo 
（有事）的现在否定时

A: Hujambo? B: Sijambo.
A: Mumeo hajambo? B: Mume wangu hajambo.
A: Hamjambo? B: Hatujambo.

问的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吧？” 答的是“我没有什么事情。”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名词副词化
除了本身就有地点特征那的那些名词以外，很多斯瓦希里语的名词可以在词尾加入 
-ni 使其变成一个类似副词化的单词，这个类似副词化的新结构最重要的含义是表示

地点。需要注意的是并不一定总表示“里”，一般表达一个地点的默认值（也可以是“附
近”，“周围”，“上面”）。

nyumba (家) nyumbani (家里)
shule (学校) shuleni (学校里)
meza (桌子) mezani (桌上)

Nakwenda nyumbani. 我回家。

Nakwenda shuleni. 我去学校（这个地方）。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但是，……
有一些固定搭配，不需要加 -ni ，但是意思上有一些变化，笼统地说，

有-ni 的形式更强调地点。

Nakwenda shuleni. 我去学校（这个地方）。

Nakwenda shule. 我（还在）去上学。

Nauza viatu dukani. 我在商店里卖鞋子。

Nauza duka. 我商店里卖东西的 / 我开店的。

Nakaa hotelini. 我住在酒店里。

Nakaa hoteli. 我住酒店。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实战：你住哪？你做什么工作？

● 问好（ hujambo?... habari? ... mambo? ... ）
● 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住哪里？

● 回答（用到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

● 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做什么工作？

● 回答（用到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六讲 这是什么？这是谁？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hii? huyu?
表达“这个”或“那个”词被称为指示代词，但是在斯语中的

指示代词会由于修饰的东西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形式：

kalamu hii 这支笔

habari hii 这个消息

mtu huyu 这个人

mfanya kazi huyu 这个工人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很多类名词都有表示单数的组和复数的组

● habari 和 siku 是同一个类的 
（大约是：“简单的词”，重要的词，外来词）

单数的组：habari hii 这个消息 siku hii 这天（这个日子）

复数的组：habari hizi 这些消息 siku hizi 这些天

● mtu 和 mtoto 是同一个类的

（大约是：人，动物，或其他活着的生物）

单数的组：mtu huyu 这个人 mtoto huyu 这个孩子

复数的组：watu hawa 这些人 watoto hawa 这些孩子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habari、siku 类的名词，i/zi类名词

多是“简单”的词，很多非常重要的词，也有很多外来词

在这一类，由于单复数指示代词分别为 hii 和 hizi ，所
以我们也将这一类名词命名为 i/zi 类名词

● 所有这类名词的单复数形式都完全相同

● simu, kalamu, nguo, suruali, kofia, fomu, chai, 
kahaw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mtu、 mtoto类的名词，yu/wa类名词

多是活着的生物、人、动物，由于这类单词的单复数指示代

词分别是 huyu 和 hawa ，我们也将这类名词命名为 yu/wa 
类名词

● 大多数这类名词的单数形式以 m 开头，复数以 wa 开头

● mfanyakazi / wafanyakazi ， mwanafunzi / wanafunzi, 
mwalimu / walimu, mume / waume, mke / wake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连接（小）词
连接词的作用是连接两个名词，或者连接一个名词和一个副词，连

接词的选用取决于位于它之前的名词属于哪一个组。i/zi类名词的连接词是 
ya/za，yu/wa类名词的连接词无论单数还是复数都是 wa。

● 【名】【连】【名】 habari za kazi?
habari za siku hizi?
mwalimu wa shule hii

● 【名】【连】【副】 habari za leo?
habari za kwenu?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实战：翻译
● 这些人不喜欢吃米饭，他们喜欢吃鱼。

● 这些老师不想教书，他们想休息。

● 这个学生很喜欢去学校。

● 这些工人又迟到了。

● 这个厨师今天不工作。

● 这些搬运工要去卡里亚库（Kariakoo）。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七讲 我在，他/她在吗？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整理一下学过的类和组

除了 hii hizi 这种表达“这”的指示代词以 外，还有一种是表达“那”的指示代词

，只要 将组的命名加上 -le 就可以了。yu 组：yule zi 组：zile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指示代词(这) 指示代词(那) 连接词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yule wa

wa组 hawa wale wa

i/zi类名词 i组 hii ile ya

zi组 hizi zile za

斯瓦希里语句子的分类

● 有动词词干的句子

ni-na-penda ， a-ta-pika ， wa-me-toka

● 没有动词词干的句子

○ 表示“是”的句子 mimi ni mwalimu, yeye ni mfanya kazi
○ 表示“在”的句子

○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表达“在”的句子-ko，-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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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如果不说别人，而是说我们这些参与对话的人

● 如果说我在，我们在，你在，你们在时，可以直接用主语前缀加上 -ko
Uko wapi sasa? 你在哪里？

Mko wapi? 你们在哪？

Niko hapa Kariakoo. 我现在在 Kariakoo 这里。

Tuko bandarini. 我们在港口。

● -po 用于“我”、“你”的时候多指“是在的”，没有“在其他地方”
A: Umepotea siku hizi. A: 这几天都看不见你的人.
B: Nipo. B: 我是在的。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总结一下“在、不在”
● 肯定的表达：……在。

-第三人称（他 / 它，对话外的人或物） 组的命名 + -ko
Yuko wapi? 他在哪儿？

Simu iko wapi? 手机在哪儿？

-第一和第二人称（我、你，对话双方） 主语前缀 + -ko
Niko karibu. 我就在很近的地方。

Uko wapi? 你在哪儿？

● 否定的表达：……不在。

-第三人称（他 / 它，对话外的人或物） ha + 组的命名 + -ko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我、你，对话双方） 否定人称 + -ko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实战：翻译

● 那些工人不在这里，他们去码头了。

● 你们在哪里？你们在 Kariakoo 吗？

● 我们在 Kunduchi ，我们在搬货。

● 我现在在酒店，但是我一会儿去市场。

● 你现在在哪？你什么时候来这里？

● 他们现在在手机店，你能去那里吗？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八讲 我的老板今天会来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整理一下学过的类和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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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指示代词(这) 指示代词(那) 连接词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yule wa

wa组 hawa wale wa

i/zi类名词 i组 hii ile ya

zi组 hizi zile za

mtu、 mtoto类的名词，yu/wa类名词 (之前的课件)

多是活着的生物、人、动物，由于这类单词的单复数指示代

词分别是 huyu 和 hawa ，我们也将这类名词命名为 yu/wa 
类名词

● 大多数这类名词的单数形式以 m 开头，复数以 wa 开头

● mfanyakazi / wafanyakazi ， mwanafunzi / wanafunzi, 
mwalimu / walimu, mume / waume, mke / wake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yu/wa 类的单词中有一些

单数不是 m 开头，复数不是 wa 开头

● 比如动物的名称

simba 狮子 farasi 马 punda 驴子 pundamilia 斑马

● 比如一些人的称呼

bosi 老板 bwana 先生 bibi 女士

但是这些词依旧是 yu/wa 类的！！

simba yuko mbali.
huyu ni bosi wa kampuni hi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物主代词
● 物主代词表示物品的从属或者相关性， 比如中文中的“我的”，“你的”，“他

的”
● 每一个物主代词都由两个元素构成

mume w - angu
标记所修饰的名词组- 是谁拥有

habari z - ako
标记所修饰的名词组- 是谁拥有

simu y - angu
标记所修饰的名词组- 是谁拥有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物主代词里对于所修饰名词组的标记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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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翻译
● A: 你的手机在哪里？ B: 我的手机在家。

● A: 你的老公去哪里了？ B ：我的老公去港口了。

● 这是我的老公，他在政府工作。

● 我们的学校在 Daressalaam 。
● 他们的老板不在，你明天再来吧。

● 你们的厨师不去鱼市场吗？不，他不去。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九讲 今天几号？星期几？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复习一下数字
0 sifuri/sufuri
1 moja 11 kumi na moja
2 mbili 12 kumi na mbili 20 ishirini
3 tatu …… 30 thelatheni
4 nne 40 arobaini
5 tano 50 hamsini
6 sita 60 sitini
7 saba 70 sabini
8 nane 80 themanini
9 tisa 90 tisini
10 kumi 100 mia 1000 elfu 十万 laki 百万 milion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tarehe 日期
tarehe 加数字

- Leo ni tarehe gani? 今天是几号？

- Leo ni tarehe ishirini na nne.今天是 24 号。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星期几？
Leo ni siku gani?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jumatatu 星期： wiki / juma
星期二 jumanne 周末： wikiendi
星期三 jumatano
星期四 alhamisi 穆斯林每周五是聚礼日

星期五 ijumaa （必须去清真寺做礼拜）

星期六 jumamosi 星期六就是“第一天”
星期天 jumapil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hu- 的时态，习惯时*
● hu- 表示一般来说做某事，习惯来说会……

注意！这个时态不使用主语前缀！而是使用：

- 人称代词： Mimi huja shuleni siku tano kwa wiki.
- 名词： Mwalimu huja shuleni kila ijumaa.

● hu- 的时态单音节动词不需要加补足音（ ku ）。 

* 有些术语可能会使用“习惯体”。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补足音 ku 的使用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加 ku 的时态 不加 ku 的时态

现在时 -na- ，过去时 -li- ， 
将来时 -ta- ，完成时 -me- 

现在否定时，习惯时 hu- 

实战：你们哪几天上班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 问好

● 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今天是几号，是星期几

● 问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

● 对方的公司在哪里

● 一个星期上几天班，都是哪几天

（ ___ hufanya kazi siku ngapi kwa wiki?)
● 再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讲 我没去港口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 是”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 表示现在的“是”不是一个动词词干，而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ni
- mimi ni mfanyakazi.
● 表示过去和将来的“是”，是一个动词词干 -(ku)wa
- (mimi) nilikuwa mfanyakazi.
- (mimi) nitakuwa mfanyakazi.
● Yeye alikuwa mfanyakazi. Sasa yeye ni bosi. Sijui 

atakuwa nani baadae/baadaye.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复习一下已经学过的时态
● -li- 过去时 -na- 现在时 -ta- 将来时

(-i) 现在否定时

● -me- 完成时

● hu- 习惯时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过去否定时-ku-，未完成时-ja-
● -li- 过去时 -na- 现在时 -ta- 将来时

-ku- 过去否定时 (-i) 现在否定时

● -me- 完成时

-ja- 未完成时

● hu- 习惯时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过去否定时 -ku-
● 用法：

否定人称-ku-动词词干

● 意义：

在某个限定的时间里，没有做某件事情

● 例句

Jana sikuenda dukani. 昨天我没有去店里。

（注意：这个时态不使用补足音 ku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未完成时 -ja-
● 用法：

否定人称-ja-动词词干

● 意义：

还没有做某件事情，也许想做，但是一直还没有做到

● 例句

A: Umemwona mume wako?
B: Sijamwon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实战：今天集装箱到了
● 问好

● A 问 B 有没有看到工人 C.
● B 说没有看到，并且他昨天也没有看到 C
● A 说我们今天要去码头拿集装箱，需要十个工人

● B 问 A 集装箱到了没有吗？

● A 说集装箱没到，但是老板和司机已经在码头了。

● B 说那好吧我去找工人。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一讲 我明年要去乞力马扎罗山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学过的时态
● -li- 过去时 -na- 现在时 -ta- 将来时

● -ku- 过去否定时 (-i) 现在否定时

● -me- 完成时

● -ja- 未完成时

● hu- 习惯时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将来否定时
● -li- 过去时 -na- 现在时 -ta- 将来时

● -ku- 过去否定时 (-i) 现在否定时 -ta- 将来否定时

● -me- 完成时

● -ja- 未完成时

● hu- 习惯时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将来否定时
和将来时相同都使用 -ta- ，但是将来否定时使用否定

人称。

用法：否定人称-ta-动词词干

Sitasafisha nyumba peke yangu.

（这个时态使用补足音 ku ）Sitakuj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学过的名词（类和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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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词）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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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语前缀的增强版
第一节课学过的主语前缀其实只包含了人 / 或者其他有生命的东西，

实际上其他的名词（各类组所指代的名词），也有自己的“它”。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单数 复数

我 ni- tu-

你 u- m-

他/她   它 a-(yu-), i-, ... wa-, zi-, ...

主语前缀的功能

● 和动词词干组合使用

wafanyakazi wamerudi nyumbani.
anafanya kazi sasa.
● 和 -ko / -po 组合使用

simu zipo
bosi yuko?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新的类！ u/i 类名词！
● u/i 类名词包含几乎所有植物，也包含一些用植物做的物件

mti 树 mnazi 椰子树 mkeka 席子

● 有一些单词包含延伸开来的意思

mto 河 mji 城 moshi 烟 mlima 山 muda (一段)时间

（mwezi 月， mwaka 年）

● 动词（词干）的名词化

mchezo 演出、戏剧、球赛 mwendo 速度、频率、马力

● 所有单词单数是 m 开头，复数是 mi 开头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整理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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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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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旅行
● 问好

● 问有没有去过 Kilimanjaro
● 答没有，但是明年打算去

● 问对方想怎么去

● 问对方多少人一起去(mtakuwa watu wangapi?)
● 再见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9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二讲 这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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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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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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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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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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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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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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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三讲 把零钱找给我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9日）

u 类名词

u 类名词和 u/i 类名词中的 u 组各种配合都完全相同，区别在单词本身

● u 类名词大多没有复数

● u 类名词几乎所有单词都是 u 开头 
（注：之前学的 u/i 类名词单数都是 m- 开头）

● u 类名词很多是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

uzuri 美 urafiki 友谊 utoto 童年 wakati 时间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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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词 u组 huu ule wa w- m-

形容词前缀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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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类名词 u组 huu ule wa w- m-

时态 vs 语气
时态（对于一个事件在不同时间里的叙述）

● -li- 过去时 -na- 现在时 -ta- 将来时

● -ku- 过去否定时 (-i) 现在否定时 -ta- 将来否定时

● -me- 完成时

● -ja- 未完成时

● hu- 习惯时

语气（说话者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

■ 命令句 ■ 祈使句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祈使句（虚拟语气）
用法：

1. 主语前缀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e ）
Niende. 我（最好）走开 / 让我走。

2. 宾语前缀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e ）
Mpe kalamu yake. 把他的笔给他。

Niambie. 告诉我。

3. 主语前缀 - 宾语前缀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e ）
Nikupe chenji? 我把钱找给你？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祈使句（虚拟语气） - 否定
用法：

1. 主语前缀 -si-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e ）
Usiende. 你别走。

2. 主语前缀 -si- 宾语前缀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成 e ）
Usimpe chenji! 你不要把找的零钱给他。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一些有用的固定搭配
● -taka 想

Nataka tumalize kazi leo. 我想我们今天把工作做完。

● bora （最）好

Bora tumalize kazi leo. 最好我们今天把工作做完。

● lazima义务，必须

Lazima tufanye sasa hivi. 我们必须现在就做。

● -bidi 对……来说是必要的

Itatubidi tupitie Mbagala. 我们（那时）必须从 Mbagala 经过。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命令句和祈使句的区别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命令句 祈使句 

人称 只能对“你”或“你们”使用 比较灵活，所有人称都可以

用法 动词词干（对一个人） 
动词词干（词尾 a 改 e 再加上 ni ）（对
多个人） 

人称 - 动词词干（结尾 a 改 e ） 

友善度 不太礼貌 相对礼貌

其他 不能加入在动词里加入宾语的元素
（宾语前缀），不能否定  

可以加宾语前缀，可以否定，经常和
其他表达组成固定搭配  

例句 Kaa!
Kaeni!
Lipa!
Toa hela! 

Ukae!
Bora ulipe sasa hivi!
Nataka uende!
Usinyamaze!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四讲 你孩子多大了？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11日）

指示代词（之前提到的）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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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瓦希里语句子的分类
● 有动词词干的句子

ni-na-penda ， a-ta-pika ， wa-me-toka
● 没有动词词干的句子

○ 部分表示“是”的句子

mimi ni mwalimu, yeye ni mfanya kazi
○ 部分表示“在”的句子

mimi niko nyumbani, yeye yuko shuleni.
○ 部分表示“有”的句子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有”的概念
● 很复杂，本身并不是动词词干，常常附属于“是”的概念，简单的来

说就是“有”相当于“是和某物在一起的”
● 因为“是”在过去和将来都由动词词干 -(ku)wa 表达，所以“有”可以

在后面加上 na ：
- Nilikuwa na simu yangu. - Atakuwa na nafasi.
- Alikuwa na mfuko mmoja mkononi.

● 因为“是”的现在时本身就非常特殊（Yeye ni bosi），所以“有”的现

在时是使用主语前缀直接加 -na表达的：

- Nina kazi nyingi. - Una shughuli gan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总结一下 
“有”
现在： 主语前缀 -na
过去： 主语前缀 -li-kuwa na
将来： 主语前缀 -ta-kuwa na

“没有”
现在： 否定的主语前缀 -na
过去： 否定的主语前缀 -ku-wa na （过去否定时-ku-不需要补足音！）

将来： 否定的主语前缀 -ta-kuwa n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有之前提到的东西
下划线的部分已经大概说明了

名词的类别， 可以直接加在在 
na 的 后面，表示“有这个”

A: Una simu yangu?
B: Eee, ninayo.

Nguvu tunazo.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这（提到）

yu/wa类 yu组 huyu huyo

wa组 hawa hao

u/i类 u组 huu huo

i组 hii hiyo

i/zi类 i组 hii hiyo

zi组 hizi hizo

u类 u组 huu huo

kuna / hakuna
● ku- 其实也是一个主语前缀，它所链接的是一个不太确切的地

点

- Kuna nini?有什么？ -Hakuna mvua. 没有雨。

● 如果之前有一个地点说明，可以表示“那里有”

- Shuleni kuna watu wengi. 学校里有很多人。

- Pwani kulikuwa na watalii wengi.
海滩当时有很多游客。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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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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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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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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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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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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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7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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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8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六讲 美好的生活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14日）

新类别！ li/ya 类的词

madirisha dirisha (ma-) 窗户

matunda tunda (ma-)水果

jina jina (ma-) 名字

somo somo (ma-) 课
mafuta mafuta [ya-] 油
maji maji [ya-] 水
maziwa maziwa [ya-] 奶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li/ya 类的词
● 复数都是 ma- 开头（有些时候会变成 me ）
matunda 水果（复数） meno 牙齿（复数）

● 单数没有明显特征，但是有一些以 j(i)- 开头

jambo 事情 onyo 警告

● 当单数是 j(i) 开头的时候，经常复数会把 j(i) 替换成 ma
jambo (mambo) 事情 jino (meno) 牙齿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li/ya 类的词从意义上归类
● 有一些是身体部分

jicho (ma-) 眼睛 jino (meno)牙齿 sikio (ma-) 耳朵

● 有一些是植物的某个部分

jani (ma-) 叶子 ua (ma-) 花 tunda (ma-) 果实

● 有一些是流动的东西，并且没有对应的“单数”
mafuta [ya-] 油 maji [ya-] 水 maziwa [ya-] 奶 (maisha?)

● 其他？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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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ya类名词 li组 hili hilo lile la l- j- *

ya组 haya hayo yale ya y-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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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4 沈玉宁

li/ya 类的形容词前缀
● 复数

相对比较简单，直接加 ma，或和e或i开头的形容词融合成me
maisha mazuri 美好的生活 mambo mazuri 好事 mambo mema 好事

● 单数

○ 如果不是元音开头，则不加（特例 -pya → jipya ）
jina zuri 好名字 tunda dogo 小颗的果子

○ 如果元音开头，加 j
shati jekundu 红色的上衣 jiwe jeupe 白色的石头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表示相互作用的动词词干
-penda 爱 -pendana 相爱

-piga 打 -pigana 扭打在一起

-ona 看 -onana 互相看着对方

- Ali na Asha wanapendana.
- Ali anapendana na Asha.
- Ali anapendana na yeye.

如果主语前缀（这里的 a- ）不能完整对应句子里做事情的双方时，一定要使

用 na ，并把其他的参与人引导出来。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6 沈玉宁



《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七讲 没什么坏事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19日）

新类别！ ki/vi 类的词

kiti / viti 椅子

● kisu / visu 刀

● kitu / vitu （小）东西

● kiatu / viatu 鞋子

● kioo / vioo 镜子

● chakula / vyakula 吃的东西

● chuo / vyuo 大学

● choo / vyoo 厕所

单数 ki- → vi- 单数 ch- → vy-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ki/vi 类的词从意义上归类
● 有一些是小物件

kitu (vi-) （小）东西 kidude (vi-) 小玩意

kijiko (vi-) 小勺子 kijiti (vi-) 小木条（筷子）

● 有一些是动词变形

kifaa (vi-), -faa 物料 chakula (vi-), -kula 吃的

● 少量外来词（因为本身是 ki/ch 开头）

 kitabu (vi-) 书 cheti (vy-) 票
● 所有的语言

Kiswahili, Kingereza, Kichina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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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ya类名词 li组 hili hilo lile la l- j- *

ya组 haya hayo yale ya y- ma-

ki/vi类 ki组 hiki hicho kile cha ch- ki-*

vi组 hivi hivyo vile vya vy-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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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3 沈玉宁



ki/vi 类的形容词前缀
● 单数：

直接加 ki ，如果形容词是元音开头则加 ch-
（有些人如果遇到是 i 开头的形容词依旧加 ki- ）
kiti chekundu kiti chengine / kiti kingine

● 复数：

直接加 vi- ，如果形容词是元音开头则加

vyvisu viwili vyuo vikuu vi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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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方向或受惠者的动词词干（趋为式） 

-enda 去 -endea 向某个方向走去，去某处

-piga 打 -pigia 为……打，打给某人

 （常用于固定搭配）

-fanya 做 -fanyia 为某人……做

-Unafanyia kazi kampuni gani?
-Alimwendea mwalimu wake.
-Ametupigia simu leo asubuhi.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5 沈玉宁

表示方向或受惠者的动词词干（趋为式） 
结尾是 [ 辅音 - 元音 ] 序列 （部分重复倒数第二个元音）

e, o → e -penda → -pendea -kosa → -kosea
a, u, i → i -fanya →-fanyia -tuma → -tumia -piga → -pigia

结尾是 [ 元音 - 元音 ] 序列 （同样的元音对应，但是加入 l ）
ea → elea -sogea → -sogelea
oa → olea -kodoa → -kodolea 
ua → ulia -chukua → -chukulia 
ia → ilia -lia → -l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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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八讲 所有人，随便谁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20日）

“ 所有，全部” -ote

所有的，全部的在斯语中是一个（名词的）代词，使用物主代词前缀（连接

词前面的部分）加 -ote
yu/wa类： yu 组 （无！） wa 组 wote
u/i类： u 组 wote i 组 yote
li/ya类： li 组 lote ya 组 yote
ki/vi类： ki 组 chote vi 组 vyote
i/zi类： i 组 yote zi 组 zote 
u类： u 组 wote
pa/ku/mu类：pa 组 pote ku 组 kote m 组 mwote/mote （少见）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1 沈玉宁

随便一个人，随便一本书
“随便一个，任何一个，随便一些”在斯语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名词的）代词。由之前

学到的“所有”重复第一个音节，可以被认为是“所有这些（提到的人 / 事物）中的一个/ 
一些”
yu/wa类： yu 组 yeyote wa 组 wowote
u/i类： u 组 wowote i 组 yoyote
li/ya类： li 组 lolote ya 组 yoyote
ki/vi类： ki 组 chochote vi 组 vyovyote
i/zi类： i 组 yoyote zi 组 zozote
u类： u 组 wowote
pa/ku/mu类： pa 组 popote ku 组 kokote 

m 组 mwomwote/momote （少见）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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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ya类名词 li组 hili hilo lile la l- j- *

ya组 haya hayo yale ya y- ma-

ki/vi类 ki组 hiki hicho kile cha ch- ki-*

vi组 hivi hivyo vile vya vy-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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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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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从句？很难？
hakuna mtu yeyote
anayejua kusoma herufi hizi. 
没有任何一个人（，他）

 可以看得懂这些字母。

hakuna neno lolote
ninalotaka kusema.
没有什么话（，它）

我是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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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a类 yu组 huyo -yo

wa组 hao -o

u/i类 u组 huo -o

i组 hiyo -yo

li/ya类 li组 hilo -lo

ya组 hayo -yo

ki/vi类 ki组 hicho -cho

vi组 hivyo -vyo

i/zi类 i组 hiyo -yo

zi组 hizo -zo

u类 u组 huo -o

pa/ku/mu类 pa组 hapo -po

ku组 huko -ko

mu组 humo -mo

hakuna chochote
tunachoweza kufanya.
没有什么事情（，它）

我们是可以做的。

从句标签

通用从句的构成
将一个附加的、普通的句子整句作 为一个修饰，修饰之前提到的一个元素（大多数为名词），同时需要对这个

附加句子的时态进行修正，再加入适当的从句标签。

修改后的时态只有 -naR- （从句进行时）， -liR- （从句完成时）， -takaR- （从句预想时） ，（注：R指的是从句标

签，比如-cho, -vyo等）

主） Ninasoma kitabu. 从 ) Nilinunua kitabu jana. 
→ Ninasoma kitabu nilichonunua jana.

主 ) Nitasoma barua 从） Umeandika barua. 
→ Nitasoma barua uliyoandika.

主 ) Ali alikuja. 从 ) Niliandika barua. 
→ Ali alikuja (wakati) nilipoandika barua.

主 ) Nataka kwenda 从 ) Utakwenda. 
→ Nataka kwenda (popote) utakapokw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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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十九讲 我来的时候，……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29日）

“ 所有，全部” -ote（来自第十八讲）

所有的，全部的在斯语中是一个（名词的）代词，使用物主代词前缀（连接

词前面的部分）加 -ote
yu/wa类： yu 组 （无！） wa 组 wote
u/i类： u 组 wote i 组 yote
li/ya类： li 组 lote ya 组 yote
ki/vi类： ki 组 chote vi 组 vyote
i/zi类： i 组 yote zi 组 zote 
u类： u 组 wote
pa/ku/mu类：pa 组 pote ku 组 kote m 组 mwote/mote （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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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

第十八节课学到的 -ote （全部 / 所有）只涵盖了第三人称，相当于涵盖中

文中的他们/她们所有人以及它们所有东西的表达（注：斯语中所有第三人

称所表达的概念都可以被理解名词，只是属于不同的名词组）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所有人： (nyinyi) nyote 你们所有人

(sisi) sote 我们所有人

Nyote mmekuja? 
Ndiyo, sisi sote tumek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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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的从句 -po- , -ko-
Nataka kununua viatu nilivyoona jana.
地点 / 时间可以用 -po/-ko 来连接

Bosi alikuja niliposafisha nyumba.
Niliposafisha nyumba bosi alikuja.
在我打扫房间的时候，老板回来了。

Atarudi alikotoka. 他会回到他来的地方。

Alikotoka ni kuzuri. 他来自的地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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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方式、方法的从句 -vyo-
Sikiliza vizuri alivyosema.
听好他刚刚是怎么说的！

名词jinsi 方式/方法常常和从句标签-vyo连用，但是并

不是必须的：

Nimekumbuka jinsi bosi alivyozungumza na sisi.
我回想起老板是怎么和我们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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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的时态

● （争论很多的一个时态） 
● 最基本的含义是标注和之前的时态

是同时发生的，或表示假设

● 最常见的组合是 -li- 以及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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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和 -li-/-lipo- 的组合用法

顺序上 -li- 总在前面，并且是主要时态，这时的-ki- 描述一个同时的、但是是附属的事

件：

- Nilikuwa njiani (nikiwa na simu yangu mkononi). 我当时走在街上，手里拿着我的

手机。

- Watoto walikwenda shuleni (wakicheka). 孩子们一边笑一边去学校。

如果没有使用 -li- 的时态，而使用的时态“不完整”（比如使用完成时的通用从句-lipo-）
，在这时 -ki- 也可以指在这个时间里，某一件事情会重复发生：

- Nilipokuwa mwanafunzi wa chuo kikuu cha Daressalaam, nikifanya kazi nyingi 
hotelini.
当我还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学生时，我做了很多酒店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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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和 -ta- 的组合用法

-ki- 和 -ta- 的组合（不分前后）指的是一种条件 /假设，意思接近中文

里的“如果……就……”
Nikimaliza kazi hii nitakuambia.
我如果这份工作做完了，我就会告诉你。

Hata ukinipa laki elfu, sitahama.
就算你给我一个亿，我也不搬走。

Tutaonana tukijaaliwa.
（如果神安排好了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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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二十天》随堂课件
第二十讲：你下个月干嘛？

沈玉宁 &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最后修订：2016年7月30日）

总结一下什么是通用从句

通用从句的功能是对之前的某一个信息（一般是名词，但是可能名词不直接

说出来）进行补充性的解释，简单从句是完整的、一定有时态前缀的。

● viatu nilivyoona jana 我昨天看到的鞋子

● kitabu kinachosomwa 正在被读的书

● maneno atakayosema 他之后会说的话

可以嵌入的时间只有：

-li- 从句过去 / 完成时， -na- 从句进行时， -taka- 从句预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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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时从句

不限时从句在日常口语中出现的较少，并仅限于一些约定俗称的搭配里

，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

wiki ijayo 下一个星期

mwezi ujao 下一个月

mwaka ujao 明年

Fanya uwezavyo 你能做的（方式），尽你所能

kadri iwezekanavyo 可能的极限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2 沈玉宁

提取式从句

提取式从句常见于报纸报刊的文字中，特点是非常灵活（但是口语上使用

相对较少）， 使用方法是使用一个独立的提取词表明后续的文字是说明

性的，说明文字相对独立，和普通句子无异。

Kuna mteja mmoja ambaye anakuja kila siku.
Nina kitabu kimoja ambacho ninakisoma wikiendi tu.
Mkocheni ni mahali ambapo wanakaa mawaz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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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里的从句分类

通用从句

[主语前缀 - 从句时态 - 衔接词缀 - 动词词干]
ni - li- po- toka

书面从句

[主语前缀 - 动词词干 - 衔接词缀]
ni - toka- po

提取式从句

[衔接词 普通句子]
(mahali) ambapo palikuwa na bus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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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a
● 好像

Sitaki kufanya kazi kama mashine.
Kama nilivyokuambia, atakuja tu.
● 如果（是这样的话）

Kama umemaliza tutazungumza tena.
Kama ni kweli atakuja basi tusubiri h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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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si
ni 和 si 的用法不仅限于说明【 X 是 Y 】，有些表达和中文非

常相似。

Ni nani anakuja mapema hivi? 是谁来得这么早？

Si nimekuambia! 不是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吗？

斯瓦希里语还有很多的语法点没有被更系统地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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