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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授、幼儿园园长、私立学校校长、出版社负责
人……日前，来自保加利亚各行各业的13名成员组成的研修
团赴京参加 2018 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中国文化研修项
目。

该研修团由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伊斯克拉牵线搭桥。当了 6年孔院院长的伊斯克拉“希望团
员们亲自来中国看看。我有信心，他们亲身体验过中国的发
展后，会更加支持汉语教学”。

“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

研修团中的多数成员是第一次来中国，让他们印象最深
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法博尔出版社主任尼克·根切夫告诉本报记者：“来到中
国后，我对一句话的理解更深了，就是‘只有那些没来过中
国的人才会说中国的坏话’。”

研修团行程接近尾声，尼克·根切夫不仅享受在中国的这
些日子——“每天看到的都是美景”，更是“爱上了中国文化
和中国人”，希望有机会再来中国。

同样是首次来中国的葛丽娅·扎可娃是索非亚大学法学院
的一名教师。“在保加利亚时我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比如
快捷的手机支付等。”在她看来，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
是难得的机会，“回到保加利亚，我想跟学生分享，中国迅速
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成功。”

葛丽娅·扎可娃的同事、索非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萨书·佩
诺夫也参加了此次研修团，这是他第四次来中国。“每次来都
感觉不同，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萨书·佩诺夫以此次所参观
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为例来描述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同，“从中
你可以看到城市、交通等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

到过北京、上海、厦门、广州等地的萨书·佩诺夫不仅对
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读过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更是
随时跟进当代中国的发展。“我读过《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保加利亚文版，我认为中国
梦其实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任务，很有力量。” 萨书·佩
诺夫说。

“中文是学校第一外语”

来中国之前，格奥尔赛耶夫学校校长奥格·雅拉莫娃和大
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已有合作。“我们的一位中文老师来自
孔院。正是因为孔院的支持，我们的汉语教学开展比较顺
利。” 奥格·雅拉莫娃说，“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已经考过汉语
水平考试 （HSK） 1级。”

格奥尔赛耶夫学校成立于 2015 年，建校想法来自于奥
格·雅拉莫娃的丈夫。“他从事的是金融业。看到中国发展迅
速，中文越来越热，就想办一所学校。学校将中文作为第一

外语，将来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奥格·雅拉莫娃
说。

目前，格奥尔赛耶夫学校共有8个班，最小的学生5岁。
小学阶段，学生每周上10节中文课。中学阶段，调整为每周
上 18节中文课。“家长正是看中学校开设有中文课，才将孩
子送到我们学校 。” 奥格·雅拉莫娃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到中
国学习，成为中国和保加利亚交流的桥梁。

拉雅·玛铁娃是保加利亚特尔戈维什特市的副市长，同样
感受到了中文的热度。

“我们和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很多，孔子学院是
汉语教学得以开展的强大后盾。在我们市共有3所幼儿园、1
所中学开设汉语课。幼儿园阶段，孩子还很小，需要家长来
规划学什么外语。你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为孩子
选择学习中文。”据拉雅·玛铁娃介绍，特尔戈维什特市政府
也为汉语教学提供了许多支持，比如为汉语教师解决住宿问
题等。

伊斯克拉的观察也佐证了两位团员的感受：“之前，多数
学校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将中文作为
第一外语。”

来自保加利亚教育科学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保加利亚 20
余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在校中小学生近800
人。

“既学中文，也了解中国文化”

在研修团团员看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传播中国文
化同样重要。格奥尔赛耶夫学校确定的发展目标是长期开展
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同时开设汉语考级相关培训课程，以
及学生未来赴中国的后续学习培训项目。

据奥格·雅拉莫娃介绍，学校常组织中国文化活动。尤其
逢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学校会组织学生包饺子、
做月饼等。“平时还穿插剪纸、书法等教学内容，让学生既学
中文，也了解中国文化。”

特尔戈维什特市也常组织中国文化活动，颇受当地民众
欢迎。“如果活动规模大，全城市民都会参加。” 拉雅·玛铁
娃说，“文化活动成了保加利亚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尼克·根切夫也借生活在保加利亚的华侨华人了解中国文
化，“中国人非常勤劳，为人善良。这也符合我对中国古老哲
学的理解”。

在他看来，大家不仅要看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更要看到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取
得的飞速发展。

在法博尔出版社明年的出版计划中，包括一套关于中国
文化、艺术、诗歌等的“百科全书”。“这是顺应市场需求
——民众希望了解中国。但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目前看
来，大家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多，对当代中国了解得不够，
这也是出版社将来的工作方向之一。” 尼克·根切夫说。

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是第四代华裔。我奶奶的父亲是一
名医生，原来在厦门行医。后来他带着家人到了印度尼西亚。

一家人到了印度尼西亚以后，奶奶的父亲坚持每个人都要
在家里说中文。可他要忙于出诊赚钱养家，没有时间和精力教
孩子们读写汉字。

到爸爸那一代，因改变了奶奶种花生、卖花生的赚钱方
式，开始榨花生油卖，增加了利润，家庭经济变得宽裕。奶奶
就花钱请懂中文的华人来教孩子们中文。奶奶说：“虽然我自己
不会读写中文，可是你们一定要把中文的听说读写都学好。因
为我们的根在中国，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

后来，随着爸爸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他自己创办了中文学
校。最初学校只是周末给华裔孩子开中文课，后来越来越多的
当地学生来爸爸的中文学校要求补习中文。现在爸爸的中文学
校中有一半是当地学生，顺应大家学汉语的需求，中文学校也
改为每周开6天课，以帮助汉语水平不同的学生。

我当然更不能落后，虽然我9岁就来英国留学，可是父母一
直让我继续学中文。我不但爱学中文，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有特别的兴趣。我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 （GCSE） 中文考试中
获得了好成绩。

我为自己身上流淌的是华人的血而骄傲。
（寄自英国）

6 月 23 日至 7 月 10 日，来自澳大利亚、匈牙利、俄罗斯、
美国等17个国家的45名华文教师齐聚广西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
地，参加“华文教师证”暑期培训班的学习。学员们谈自己在
海外进行华文教学的经验时，共同的体会是，华文教师最重要
的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华文教师在海外任教，大多数情况下都要独当一面，甚至
要独立支撑整个学校的华文教学，责任重、压力大，加上孤单
和寂寞，情绪易波动。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决定华文教
师能否胜任复杂的华文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华文老师的心理
素质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

来自瑞典的华文教师周志和说：“华文教师的心理素质对学
生学习中文的信心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教师上课时心态包容
平和，就能营造出宽松愉快的课堂气氛，学生也会充满热情和
信心；如果教师把不良情绪带到课堂，就会给学生造成精神压
力。”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规定：“老师应在各种场合的交际中
显示出亲和力、责任感、合作精神和策略性；教师应具备良好
的心理素质，能应对教学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无论是在什么场
合下教学，都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可见，华文教师在
海外执教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很重要。

怎样培养和保持良好心态？来自南非的华文教师夏玉玲
说：“养成教学反思的习惯能够帮助教师更客观地认知自我，做
到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既能悦纳自己，也能对学生保
持信心和期待，使自己能够带领学生坚持不懈地完成教学任
务，实现教学目标。”

来自美国的华文教师孙蓬修说：“我的性格比较开朗，会主
动与领导、同事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取长补短；也会主动找学
生聊天，听听学生对我教学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兴
趣爱好；还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体验当地文化，了解中外文
化差异，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来自巴西的华文教师柯金燕说：“华文教师远在异国他乡任
教，不仅要有较强的自制力，还要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既要适
应自然环境，还要适应文化环境。没有好的身体可不行，所以
每天健身也是一个好方式。”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师）

去年我有幸获得了第 16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葡萄牙赛区的冠军，并代表葡萄牙到中
国参赛。此前，我也参加过两届“汉语桥”比赛。

我和中国的渊源始于我作为交换生在中山大学
读研究生一年级时。那是一段十分难忘的经历，以
至于要离开中国回葡萄牙时，我感到失落和不舍。
所以当有机会到中国参加比赛时，喜出望外的我没
有准备比赛的紧张感，更多的是对再次回到中国的
期待。我很感谢中国国家汉办和米尼奥大学孔子学
院给我的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孔子学院的老师们在
我准备比赛的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建议。带着为祖
国争光、成为第一个进入“汉语桥”30强的葡萄牙
人的理想，我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2017年7月9日，我满怀期待地再次踏上了中国
的土地。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让我牵挂的朋友。
虽然我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是“汉语桥”让我们相
聚在一起，成为朋友。

来自塞内加尔的张晓飞是我在比赛期间认识的
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室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
说地。嘿，睡在我隔壁铺的兄弟，我们什么时候还
能再这样聊聊天呢？

还有我的英国兄弟们——葛金鹰和吉伟仁，你
们好吗？葛金鹰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时会中文、英
语和葡萄牙语三门语言的朋友。我还记得吉伟仁的
梦想是为中国贫困地区那些热爱足球的孩子们建一

所足球学校，这个梦想令人佩服，希望它早日成真。
还有来自挪威的哥们儿，音乐让我们成为知

己，比赛结束后我们一起制作了 《男儿当自强》 的
翻唱版本，一人弹吉他一人唱歌，颇受欢迎。“汉语
桥”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名选手来到中
国。每天吃饭时，我们都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吃
团圆饭那样其乐融融。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我
们都因热爱中国、热爱汉语、热爱中华文化而欢聚
一堂。这是一段很美好的人生体验，虽然比赛已经
结束，但这段经历令人难以忘怀。

回国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我一直很怀念在中
国参加比赛的那些日子。后来，我有幸被米尼奥大
学孔子学院推荐去波尔图国际中学当汉语老师，为
30名10到15岁的学生上汉语课。我很感激孔子学院
给我机会，让我和热爱的汉语在一起。

在上课过程中，除了教学生汉语，我还会和他
们分享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
和文化知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学生们
不带偏见地、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而不是单单从
新闻媒体上认识中国。

今年春节，我在学校组织了联欢活动，并邀请
全校师生来参加。我和学生一起演唱了多首中国歌
曲，还体验了剪纸、书法和中国结等。联欢会得到
大家的好评，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我感到
很骄傲。

最近，在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的支持下，我所
在的波尔图国际学校申请建立孔子课堂，希望申请
可以尽早得到批准，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触汉
语。

“汉语桥”不仅开拓了我的眼界，更架起了中葡
友谊的桥梁。“天下一家”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与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友好相
处，它将会成为一个美好的现实。

我家的中国情
□吴慧思 （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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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思的长辈非常重视孩子的
中文学习。吴慧思9岁时，父母打
听到英国不少学校都开设了汉语
课，便送她到英国留学。当时吴慧
思就读于牛津的一所小学，因学校
还未将中文列入大班课，只好交付
不菲的额外费用，由学校聘请中文
老师在她放学后单独为她上中文
课。后来她和父母得知英国威雅公
学的中文教学非常出色，就转入这
所学校。吴慧思不仅关心今日中国
发生的一切，而且对中国历史感兴
趣。

在刚过去的一学年里，她带领
学校东亚学联会，为低年级新生举
办了中秋联欢会，还为庆祝春节而
拍摄了 《十二生肖的故事》，希望
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

——编者

华文教师
心理素质要过硬
□刘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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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保加利亚各行各业的13名成员组成的研修团日前赴京参加2018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中国
文化研修项目。图为团员们研修期间在学习中国画。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