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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有幸在北京京郊附近的留守儿童夏令营做义工。
与以往做营员不同的是，这次我要当小老师，帮助这些父母在京工作的

小朋友度过愉快的暑假。每天会有3小时，我跟他们一起画画、做手工、做游
戏，甚至一起做饭。我也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这让我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
地。外出活动时，我跟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溜冰、游泳，在照顾小朋友的
同时，我自己也增加了不少知识。与小朋友一同跳进泳池时，泳池中的清凉
冲走了夏日的炎热。

看着小朋友们无拘无束的笑脸，我为他们骄傲。两个星期虽然不长，但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希望明年能再来！

（寄自英国）

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与意大利都灵大学合作成立了都灵大学孔子学
院。经过 10年播种，孔院在都灵、在皮埃蒙特大区、在地中海城市热那
亚，甚至在遥远的西西里岛开枝散叶。

编织语言交流的纽带

汉语语言教学是孔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汉语教学在与皮埃蒙特大区教
育厅签署的网络协议的框架下开展，该协议首次将汉语课程正式纳入皮埃
蒙特大区各级学校 （尤其是初、高中） 的教学计划，这一教学模式在意大
利尚属首创。孔院汉语课程均由意大利本土教师与中方教师搭班教学，旨
在为学生创造自然活泼的语言学习环境，为不同的学习需求提供具有针对
性的教学策略及方法。

如今，都灵大学孔院的汉语教学网络已覆盖了皮埃蒙特大区的18所学
校，其中6所学校已将汉语正式列入学校必修课程，其余12所学校将其列
为重要选修课。除了都灵市区，在平原、山谷间的幽静小城，甚或百里之
外童话般美丽的偏僻小镇，也有了汉语学习者。 近年，各级学校对增设
汉语课的需求继续攀升，除了常规教学点外，孔院还开设了不同级别的成
人汉语晚班、汉语水平考试辅导班、汉语小班以及商务汉语班，每学期参
加孔院自设课程学员逾百。

对意大利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无异于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校内的课
程学习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都灵大学孔院率先在意大利开启了青
少年中国游学夏令营项目，受到师生和家长的欢迎。 教师质量是汉语教
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为及时掌握教学动态，确保教学质量，都灵大学孔院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组织教师志愿者集体试讲、共同点评等。

为了适应意大利语言文化特点，激发学习兴趣，都灵大学孔院还研发
了本土汉语教材《慢慢来》，迄今3册书已全部出版，并被皮埃蒙特大区内
外多所学校选作教科书。

搭建文明互鉴的平台

在开展汉语教学的同时，都灵大学孔院为促进中意文化、艺术、科技
人文的双向交流牵线搭桥，不遗余力。 为了进一步推进高端学术交流与
合作，孔院中意合作院校在都灵大学校长办公楼创办“中国学术交流办公
室”，2016年9月正式启用，接待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学者。

追求专业化是都灵大学孔院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基本理念。为了确
保学术、文化活动质量，孔院邀请学科领域权威、行业专家开展专项活
动。2018年 1月“国际大屠杀纪念日”，都灵大学孔院主办的“犹太难民
与上海”图片展开幕。

孔院与孟京辉剧团携手，在世界文化遗产小城伊夫雷亚上演《恋爱的
犀牛》；上海戏剧学院带来的京剧 《徐光启与利玛窦》为当地民众展示了
中国的艺术瑰宝，唱念做打之间上演了中意历史上的一段感人的情谊；作
家余华与都灵读者见面会现场火爆……

意大利文化艺术底蕴深厚，孔院坚持引进优秀文化艺术项目，促进文

化交流，打造中华文化传播专业形象。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广州芭蕾舞
团2018意大利巡演应孔院之邀在都灵阿尔费埃利剧院拉开帷幕；民族芭蕾
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用西方经典艺术演绎古老的东方爱情传说……演
出获得如潮好评，意大利民众和华侨华人纷纷写邮件给孔院，盛赞芭蕾表
演艺术家的精彩演出。

10月9日，孔院特邀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民乐团在都灵音乐学院音乐
厅奏响草原之声，庆祝孔院建院10周年。马头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尤其是
蒙古族独具特色的长调令观众啧啧称奇。中国民族音乐在意大利遇到知
音，台上台下心意相通，歌手与乐手献上了一场美妙绝伦的视听盛宴。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此言不虚。
都灵大学孔院在文化传播中既坚持传统又着力创新，力求多维度展现

当代中国社会。通过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让意大利民众看到一个年轻而
又充满朝气的中国。

融入本土打造品牌

无论是汉语课程设置，还是汉语教学模式，孔院都与当地教育机构相
互依存。依据意大利教育部对高中生的社会实践要求，都灵大学孔院为在
校生设置“边工作边学习”项目，定期举办讲座，主题涉及中意文化、政
治、经济、体育等领域的对比研究，多方位呈现中国文化，使学生得以充
分了解当代中国。

此外，孔院与都灵大学密切合作，携手举办了“孔子与西塞罗”国际
学术研讨会，还开展了众多面向当地市民的主题活动，连续几年“孔院
日”活动在大学主办的“科学工作者之夜”展开，规模大、观者众。

随着与各地学校的官方协作关系的展开，孔院与皮埃蒙特大区的合作
关系日益加深。应都灵市政府邀请，孔院参与了市府与都灵华社机构“工
作圆桌协议”的签署。此举表明都灵大学孔院已经成为当地中华文化传播
的中坚力量。

每年都灵举办大型国际书展时，孔院都会配合大区教育厅在展台展示
汉语教学成果。近年，孔院与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合作，连续
两年在都灵国际书展展示传播中国文化。同时还利用汉语语言优势，与当
地旅游局合作，宣传推广皮埃蒙特大区形象和旅游资源。

都灵大学孔院十分重视与意大利兄弟孔院的合作与交流。2017年，承
办了意大利暨圣马力诺、塞浦路斯及马耳他孔子学院中意方院长联席会
议，成果丰富。尤为可喜的是，都灵大学孔院远在西西里岛恩纳市科雷大
学的下属教学点，如今已成为意大利第12所孔子学院。

孔院在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
会，汉语教学中意教师搭班上课，日常工作中意双方工作人员携手，分工
合作。中意院长彼此坦诚、信任，共同的汉语教学事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
热情让她们的心灵靠近，合作中多了一份默契与友善。

孔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促进了中意两国民众心与心的交流，创造了
共享优秀文化的契机，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作为孔院人，我们无比骄傲。

（作者分别为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外方院长）

弗迪南是位身高 1.80 米的帅小伙，出生于布隆迪共和国首都布琼布
拉，会说汉语、英语、斯瓦西里语等 5 种语言。从真正成为布隆迪大学孔
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的那一刻起，在他心中就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优秀
的汉教专家。

说起与汉语的结缘，要追溯到2012年。那一年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刚刚
成立，作为布隆迪大学计算机电子工程专业一年级学生的弗迪南，虽然会说4
种语言，但抱着多掌握一种语言多一条出路的想法又报了汉语班，开启了第
五种语言的学习之路。在学汉语之前，弗迪南对中国不了解，只知道用法语
如何说“中国”二字。但接触汉语后，弗迪南就被汉语及中国文化深深吸
引。1年后，弗迪南顺利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1），并成功申请到了在中
国沈阳师范大学研修1年的奖学金。1年研修后，弗迪南回到布隆迪大学。他
在完成本专业学习的同时，继续在孔院学习汉语。毕业后，弗迪南一边在孔
院做教学秘书，一边坚持学习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弗迪南成功申请到渤
海大学攻读汉语教育硕士的机会，并于今年7月取得汉硕学位。在此期间，正
值国家汉办招考本土汉语教师，弗迪南通过努力成为了一名本土汉语教师。

汉语教学是弗迪南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照自己学汉语的经历，弗迪南对
如何克服障碍学好汉语，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如果学习者是中学
生，他会将重点放在学生学汉语的兴趣培养上，多用图片讲解，鼓励学生多
看中文电影，看中文版的儿童书籍。同时，结合自己的特长，他还将音乐、
体育教学内容嫁接到汉语教学中来，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在从事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弗迪南发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后，布隆迪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掌握汉语的布隆迪民众既可以在当地中资
企业找到工作，也可以到其他国家做中文翻译。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快速攀
升，孔院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有些困难是基于文化差异而导致
的误解。针对这种情况，弗迪南在完成汉语教学工作之外，还做一些中国文
化传播、帮助孔院进行沟通的工作。

作为布隆迪首位本土汉语教师，弗迪南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汉教专家。在
中国学习汉语期间，他接触到了很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这不仅让弗
迪南在实践中受益匪浅，也让他对这些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并
希望将这些教育思想带回布隆迪。弗迪南说，他最大的梦想是结合汉语学习
和教学的特点，打造一个适合在布隆迪推广的汉语教学模式。

愿弗迪南梦想成真！

今年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以下简称《字
表》）发布五周年，北京语言大学在 8月组织召开
了座谈会，著名语言学家曹先擢先生在座谈会视
频讲话中说：“语言文字工作不是书斋里的东西，
它要走出去。”

实际上，《字表》 发布后，国家主管部门、
《字表》研制人员和相关出版单位，组织编写了
一系列指导性、应用性强的著作和工具书，如

《信息时代汉字规范的新发展》《〈通用规范汉
字表〉 解读》《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学生通用
规范汉字字典》《〈通用规范汉字表〉 70 问》
等，它们在 《字表》 推广方面起到了很大作
用。然而，这些方式都很传统。在如今信息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则要在保证科
学性的前提下，尽量考虑字表推广的普及性、
应用性、通俗性、趣味性。为此，可以从两方
面推进推广工作。

一是编写图文并茂、分类讲解 《字表》 的
系列小图书。

《字表》收字8105个，如果让这些汉字仅存
在于字典中，那自然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近

些年社会上乱解汉字的风气很盛，将许多日常
生活中的道理硬加到对某些字形的解读上，这
一方面反映了大家普遍认识到汉字的表意性和
对其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的认可，另一方面又
反映了一般大众对这方面知识的欠缺和汉字基
础知识普及工作的不足。

我们设想对 《字表》 收录的 1000 多个名物
字进行逐个的另种方式的讲解。这些名物字涉
及古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结合传世文献用
例和考古发现两方面的资料，在科学讲解汉字
的基础上配以精美图片，人们理解字义就更为
直观、准确。可以将名物字分为植物类、动物
类、容器类、工具类、服饰类等不同类别，分
别编写小册子。以古器物中的青铜“鼎”为
例，《通用规范汉字字典》 的解释是：“古代煮
食物的器具，多为圆腹三足两耳。”虽然准确简
洁，但一般大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还未必能理解
透彻。如果辅以器形图，其形制就清清楚楚，
对今天仍然常用的“三足鼎立”等词语的理解
也很有帮助。当然，作为延伸阅读，还可以进
一步讲解“一言九鼎”等成语故事。这样我们

不仅仅理解了“鼎”字，对与鼎有关的古代传
统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是利用现代科技开发方便实用的软件。
手机阅读可能是当前不分职业、不分文化

层次的最普遍、最广泛的阅读方式。其弊端虽
有共识但很难改变，其优势则可以充分利用。
与传统的纸媒相比，这种阅读方式的直观、便
捷、图文结合、语言活泼等特点十分突出。

《字表》的有效推广，需要考虑充分利用现
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比如可以创建针对不同群
体的 App 程序，以文字、图片甚至动画相结合
的方式来呈现 《字表》 某些文字的内容；比如
在公众号中推出“一日一字”，结合小学语文
生字表分类推出相关讲解内容；比如结合时
令、节假日等时效性较强的字进行有趣味的讲
解;比如通过随手拍汉字、线下“汉字沙龙”
活动等方式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这样就把枯
燥、繁难、无奈的被动学习，变成了方便、实
用、快乐的主动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也可以借
助这种 App 程序，让外国汉语学习者轻松地学
习汉语汉字。

和北美众多周末中文学校一样，纽约首府中文学校也租用当地公立中学
场地进行中文教学。今年学校注册学生人数达430多人，且学生年龄分布广，
这让保持和维护校园整洁成了“义工校领导们”的难题。为此，学校举办了

“我的规则我制定”活动。让所有学生和家长群策群力，商讨“作为客人或者
租客，我们在租用的学校上学时什么事情不能做”“如果有同学不遵守规则，
你应该做什么”等。

收回的问卷中，孩子们用稚嫩的字迹写下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则。3年级
的佳佳同学居然开列了“26条规则”，包括在学校不吃零食、课间不打闹、不
涂鸦课桌、不带危险物品到校、遇到紧急情况听从指挥，等等。有的小同学
觉得写了规则还不够，又用漫画形式生动展示出来。而对于不守规则的同
学，大家的建议也很有趣，比如多留作业、写5页纸长的道歉信、拿走他们的
游戏机等。有家长则写道：“我的中文学校，我参与，我负责，一起受益，更
给社区留下好印象！”

布隆迪小伙的汉教梦
李焕生

布隆迪小伙的汉教梦
李焕生

在留守儿童夏令营做义工
黎士弘 （16岁）

我是中文学校的小主人
达 客文/图

扎根本土 十年耕耘
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迎来建院十周年

刘蕴秋 史芬娜

让《通用规范汉字表》走进大众生活
陈双新 祝天瑞

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弗迪南 （左） 在为学
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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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开展中华文化走进意大利中小学课
堂活动。图为小学学生在体验中国风筝。

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成员文化考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