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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文
化月。文化月分为 4个部分，每周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分别是“一
诗一歌进课堂”“中国美食周”“传统端午进校园”以及“山东文化
周”，目的是让更多的当地人，尤其让孔院的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
国的传统文化，并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提高他们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一诗一歌进课堂”活动从6月4日持续至6月9日，几位老师都
在各自的课堂上教学生们念诗、唱歌，并且给他们讲解诗歌和歌曲
的意义。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学生一般教简单的诗，在教孩子们学习

《咏鹅》这首诗时，老师先给他们讲“鹅”的故事，然后讲每一句诗
时都加上动作以及注意语调的快慢起伏，孩子们觉得很有意思。看
着这些小孩子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地用不标准但是整齐的汉语读

《咏鹅》这首诗时，真是十分可爱。
第二周开展的“中国美食周”掀起了整个文化月活动的高潮。

除了中国传统面食的展示、制作和品尝，现场还有电视播放“舌尖
上的中国”系列视频以及中国传统茶艺的展示和讲解等。本次文化
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山东文化展”。整场活动分为5大部分：品尝
粽子；现场电视循环播放关于介绍山东的宣传纪录片、影视剧等；
孔院为山东商会组织的在尼日利亚山东企业设置了企业宣传展区；
现场为每位观众分发了泡椒凤爪、鱿鱼丝等；最后一部分是活动总
结。

（吴静怡 尹金凤 高燕霞）

没来德国之前，我就听德国的朋友说德国野韭菜美味可口。这
让远离大自然，久居繁华大都市的我非常期待！想着日后到德国，
周末我们能够在森林里、在小河边采摘野韭菜，之后在家里吃上一
盘鲜美的韭菜鸡蛋饺子，享受劳动的成果及喜悦，那该是多么的幸
福啊！

到德国的那年，我与摘野韭菜的季节擦肩而过，所以只能期盼
来年春天的到来。大家都说时间过得真快，可是我却嫌它有点儿
慢。春天总算来了，复活节也到了，野韭菜慢慢地长了出来。在一
个周末，我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一个大公园寻找野韭菜，因为那里
的野韭菜有很多。我们一家人二话不说，立刻行动起来，不一会
儿，就摘了不少韭菜。采摘时，我看见两个德国人在和爸爸妈妈说
话。我很害怕，因为我怕他们告诉我们，不能在这里采摘韭菜。尽
管之前我们已经咨询过，按照德国对于野韭菜的采摘规定，我所在
的北威州可以采摘。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只是害怕我们摘到一种外
形像野韭菜但却是有毒的叶子。所以，他们从我们的袋子里取出几
片叶子，仔细地闻了一遍才放心。这让我特别感动！

回到家，爸爸妈妈赶紧做起了饺子。在这期间，我也顺便查了
一点儿关于野韭菜的知识。野韭菜在德文里的意思是熊葱，但因为
他的味道很像中国韭菜，所以我们中国人给它起名叫德国野韭菜。
很早以前，人们发现野韭菜可以用作药，让血液排出毒素并保持健
康。

开饭啦！爸爸妈妈端上刚出锅的饺子，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
个，美味极了！我竟然将一整盘饺子吃光了。如果能天天吃上这么
美味的饺子该多好啊，可是只有春天的野韭菜才美味可口，过了这
个季节，味道就没那么好了。由于采摘野韭菜的公园离我家太远，
我想买野韭菜种子，种在我们家的花园里、附近的小河边，凡是有
裸露土地的地方都撒满。

如果能把野韭菜种子带回中国，我想把它们撒在我的故乡，让
更多的人吃上鲜美的野韭菜，让更多的土地披上野韭菜织成的地
毯！我想象着有一天，在我的故乡，小朋友们和家人在公园里、小
河边，采摘着美味又鲜嫩的野韭菜，那会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很支持我，说等有时间时，我
们一家三口去外面撒种子。

感谢那些撒下野韭菜种子的人。德国的野韭菜让爸爸有了更多
户外活动，抚慰了妈妈的思乡之情，也让我每一个冬季都有盼望！

（寄自德国）

经过十几个小时无眠的飞行，我
们的飞机终于降落在了匈牙利的土地
上，我很兴奋，也很期待有不一样的
故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我所在的教
学点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北部
的埃格尔小镇，学生全部来自于多博
伊斯特万高中。当我来到这宁静的小
镇时，我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开始
却注定不是那么平静。

我们都知道，第一节课时，老师
应该把课堂规则告诉学生，以免学生
不清楚而扰乱课堂纪律，同时我也想
通过强调课堂规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威
信，但是这一招在 11 年级的学生面
前却失效了。他们对这些课堂规则很
不屑，并且在我讲课堂规则时就在底
下讲话。这时我慌了，内心像热锅上
的蚂蚁，表面还要装作无比淡定。第
一节课我不但没树立起威信，也未了
解到学生的基本情况，反倒是被学生
占了先机，又是检验我的语言水平，
又是打探我有没有男朋友。

课后，我向其他中文老师及本土
老师了解 11 年级的情况，原来 11 年
级一贯的作风就是调皮加课上说话，
尤其是在中文课上。但是他们在本土
老师的课上并不敢这样，甚至还有些
怕老师。

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总是板着脸的
老师，就希望通过多做语言游戏来让
课堂进入正常秩序，比如教“让”这
个字时，我让学生用“让”造句，可
以指定任何一个人按指令做动作。有
学生说“我让某某去游泳”，那么被
指定的这个学生就要做出游泳的动
作。本来我以为这是很有意思的活
动，但是我发现女生对做动作的活动
比较反感，不太放得开，而且她们认
为有些活动对已经读高中的学生来说
太过幼稚，因此做语言游戏的方法尝
试失败。

一个月后，我们迎来了第一次
考试。考试结束，学生的答卷几乎
一样。我猜测学生的答案来自于汉
语最好的那名学生，很是生气，因
为这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但我没
有对他们发火，只提出重新考试，
也 借 此 告 诉 学 生 ， 汉 语 课 不 能 糊
弄，也不能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他
们应该对自己负责，不好好学习却
得到好成绩的情况是不能发生在汉
语课上的。

第二次重考，学生拿到的试卷
设置的问题顺序不同。这次考试对
学生们来说是个下马威，我用严格
的要求让学生了解到，汉语课和其

他课一样，只有好好学习的学生才
能得到好成绩。

除了严格要求之外，记住学生的
喜好，并经常用有趣的例子来教学能
让学生提起兴趣。比如我了解到有的
学生喜欢中国和韩国的明星，就会引
导学生说出和他们所喜欢的明星相关
的句子。再比如学习“使”这个字
时，我问学生你听某某的歌时是什么
感觉，学生自然能说出“某某的歌使
我开心。”我在讲解“不但……而且
……”时，记得班里有名男生比较擅
长打乒乓球和游泳，所以鼓励他说出

“我不但乒乓球打得很好，而且游泳
游得也很好”这句话。再比如我的学
生 们 都 特 别 喜 欢 参 加 聚 会 ， 在 学

“得”（děi） 时，我说你们今天参加
了一个聚会，但是晚上9时，妈妈打
电话催你们回家写作业。你们只好
说：“我得回家了，我还没有写作
业。”

记住学生的喜好能很快地拉近和
学生的距离，而且他们能用汉语表达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也会有成就感。

此外，选取的例句不但要贴近他
们的生活而且还要兼顾有趣性，有时
我也会和他们开开玩笑，比如学“一
……就……”时，我说有的学生上课

时特别想睡觉，但是下课时却特别精
神，学生们表示有同感，于是说出

“我们一上课就想睡觉”，而且还主动
要求学习“困”这个字。在学“到
处”时，我给他们看房间里堆满衣服
的图片。我告诉学生，有的孩子的房
间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妈妈常常会
生气地说“你看看，你的房间到处是
衣服”，学生们又表示很有同感。我
告诉学生，虽然汉语难是公认的，但
他们学得很快，并鼓励学生说出这句
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看到了
学生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汉
语水平的提高，而且是他们对学习汉
语的态度的改变。学生们现在既能说
很长的句子，也不再排斥我的问题，
有时候还会抢着回答问题。

曾经我以为他们是无法改变的
“捣蛋学生”，后来我明白其实并非这
样，他们并不是对汉语不感兴趣，而
是需要老师耐心地鼓励和引导。我还
记得学生们靠自己得到好成绩时，告
诉我他们很高兴。

我以为他们不在乎汉语课的成绩
和表现，原来并非这样。每次看到他
们说出好句子相互击掌时，我也倍感
欣慰。这也鼓舞了我努力前行。

日前，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的第二
届“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暨 2018 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研究生教学交流大会落下帷幕。一路过关斩将的
16名选手分获冠、亚、季军及最佳人气奖等。

作为一场中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交流学习的
盛宴，选手们将中国文化内容运用到语言教学中，
展示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汉语
教学理念。

和汉语相识相遇

参加此次“汉教英雄会”夏令营的选手中，来
华留学生占一半 ，来自20多个国家。他们和汉语
相遇的故事各异，想当一名国际汉语教师的心愿却
相同。

正在南开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韩懋宇获
得了冠军：“一步步走来，能有今天的成绩包含了
多少老师的心血，多少同学的共同努力……这是我
第一次拿到冠军。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可是你
们一直都相信我。”

韩懋宇来自尼日利亚，本科所学专业是宗教与

人类学。“我之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但当我遇
到汉语后，梦想便转向了，希望做一名中尼之间的
文化使者。”在尼日利亚一所孔子学院开始学汉语
时，韩懋宇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课余爱好。随着学习
的推进，他渐渐爱上了中文。

“希望毕业后能留在中国当一名汉语教师。”
这是韩懋宇现在的梦想。

和韩懋宇经历相似、来自美国的艾墨本在6年
前感受到汉语的魅力之后，便转校进行学习，专业
也从工程转到汉语语言与文学。“当时我在威斯康
星州麦迪逊市的一所技术学院读工程专业，但很快
发现自己不喜欢，便休学1个学期。休学期间，因
为想了解佛教文化，便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开始学习中文。” 艾墨本说，“近 3 年来，我每天
花两个多小时自学汉语，最近我在练习发音，为做
一名汉语老师做准备。”

本科毕业后，因中文而爱上中国文化的艾墨本
到甘肃支教。在支教过程中，他发现自己适合当一
名汉语老师。“幸运的是，我申请到了孔子学院的
奖学金，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
名硕士生，离梦想更近了。”

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
成表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是一项以增进各国人民
对中国语言文化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
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为宗旨
的事业。“汉教英雄会”的举办不仅扩大了汉语国
际教育事业的影响，也激发了众多来自各国的青年
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热爱。

艾墨本便是其中一员，“我会带着在北京、在
中国感受到和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
国魅力回美国，向美国人、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精
彩”。

“这个神秘而又魅力四射的东方中国正以昂扬
的步伐走在快速腾飞的发展之路上。”来自喀麦隆
的何浩德在“汉教英雄会”夏令营复活赛上用这样的
句子形容自己眼中的中国，赢得在场观众的认可。

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古普耐在
2014年是哈萨克斯坦国际哈中语言学院的一名汉语
教师，每天和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在一起。“慢
慢地我喜欢上了教汉语，也希望学生爱上汉语，爱
上中国文化，做中哈友谊的桥梁。”为了教好汉
语，古普耐到北京语言大学深造，“希望毕业后回
到哈萨克斯坦介绍中国、介绍汉语，让更多的人了
解我们的友好邻邦——中国。”

探讨汉教硕士培养模式

参与“汉教英雄会”的专家表示，“汉教英雄
会”为青年汉语教师提供了一个展现汉教风采的平
台，既是对青年学子的考验与提升，也是对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一次探讨。

本届“汉教英雄会”比赛通过设立教学关卡以
考查选手的中国语言文化素养、教学专业知识，并
通过嵌入式的微剧场等体现选手们的应变能力、舞
台表现力。此外，还设立了文化研修环节，即选手
通过开放式采访和调研以讨论当代中国的热点问
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夏令营新增12名导师全
程参与并指导选手参加各项交流活动。

在本届比赛中获得季军的艾墨本坦言，从比赛
中收获良多，“到北京参加‘汉教英雄会夏令营’，
我发现竞争非常激烈。这种感觉挺刺激的，因为对
手越强，越会让你看清自己的差距，也促使你更进
一步”。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并获得最佳人气奖的胡越和
艾墨本有相似的观点。在她看来，在“汉教英雄
会”夏令营中，选手与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及导师进
行零距离接触，和全国优秀的汉教小伙伴交流比
拼，可以快速提升汉语教学水平。

就此，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利民在“汉教英雄会”颁奖
仪式上表示，总决赛中，选手们用流利的汉语，精
湛的教学技艺，广博的文化知识，宽阔的国际视野，
集中展示了汉硕生们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彰显了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取得的新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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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丝雨今年11岁，每周末在德国汉园杜塞
尔多夫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受父母影响及熏
陶，她自幼喜爱中国文化，常年坚持学习中
文，阅读中文书刊并坚持中文写作。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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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生”还是“捣蛋学生”？
周丹阳

“汉教英雄会”夏令营落幕

我们心中有个汉教梦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中国文化月。

图为“中国美食周”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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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艾墨本获得“汉教英雄会”
季军。

图为艾墨本 （右一） 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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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教英雄会”夏令营落幕，来自北京外
国语大学的曾安迪 （右一） 和南开大学的尼日
利亚学生韩懋宇 （左一） 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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