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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
是一个大家庭”

“孔子学院将中国与世界人民紧紧连
在一起，促进了语言相通、民心相通，
这是孔子学院对全人类的贡献。”日前于
成都举行的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

康可米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孔子
学院校友中国行”团组成员丹尼斯如是
评价他眼中的孔院。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参会代表正在交流会谈。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本报记者

深化中外合作的﹃金钥匙﹄

孔子学院：

两代人结缘孔院
今年 66 岁的丹尼斯的中文名字是戴担义，他称自己
是孔院的“老”学生。
说到学中文的初衷，做过多年外交官的戴担义说：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世界人民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精诚合作，这是我人生的理想。
正是因为这个理想，我在大学里学了多种语言，毕业后
又开始学习中文。”
戴担义选择在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并
在孔院支持下，发起“中国文学读书俱乐部”。“希望通
过阅读文学名著了解中国文化”。老舍、巴金、沈从文、
莫言等作家的作品都在俱乐部的阅读范围之内。“我们从
阅读里获益良多，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了解了悠久灿烂
的中华文化和仁厚坚韧的民族性格。” 戴担义说。
戴担义的女儿卡门也热爱中文，并获得了乔治梅森
大学孔院的奖学金到北京学习。
戴担义与女儿卡门两代人和孔子学院的缘分，正是
孔子学院发展的缩影。
孔子学院创办 14 年来，从语言入手，用文化交融，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已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193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各类面授学员累计 1100 万人。
正如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副校长、内罗毕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艾萨克·姆贝奇所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和世界心
与心交流的平台，是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合作的结晶。”

赵晓霞

“从 4 名学生到报不上名”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宫正还记得 2007 年墨尔本
大学孔院初成立时，每周只有 1 个中文班，学生仅有 4
名。如今，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形。“现在的中文课程安排
是每周 4 天，每天 3 个班。尤其是零起点汉语班非常受学
生欢迎，甚至会出现因班级满额，报名只能延后 1 学期的
情况。” 宫正说。
因墨尔本大学孔院中文课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
课程安排在晚 6 时到 8 时。“澳大利亚人比较喜欢放松，
下班后能学习中文，非常不容易。”在宫正看来，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孔院的受欢迎程度，“当然，这背后的大背景
是汉语热。”
“在如今汉语热不断升温下，墨尔本的中文教育机构
也在逐渐增多，这也让孔子学院有了压力，要不断提升
教育质量。”宫正说。
作为非洲第一家孔子学院，内罗毕大学孔院的学生
人数同样是该孔院刚创立时的几十倍。

孔子学院大会参会代表在中医药展位前。
赵晓霞摄
说到孔院初设和如今的发展对比，每位“孔院人”
都有很深的感触。据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朱廷婷介绍，现在当地学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中
文也成了热门专业。2018 年，超过 300 名学生报考苏伊士
运河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但计划只招收 30 名学生。
“同时，孔院不仅吸引了想要学习中文的学生，也吸
引了不同学科领域喜欢中国文化的埃及人。” 朱廷婷说。

我叫康可米，今年 12 岁，是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
院的一名“小”学生。这次和美国孔子学院的校友们一起来中国体
验并参加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校友团就像一家人一样，丹尼斯是我们团里的爷爷，因为
他很慈祥，知识很渊博，教给我很多知识。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聋人，听不见，所以需要用手语进行交
流。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特别体会到语言的重要。我是幸运的，因
为从小爸爸妈妈就鼓励我学习各种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英文
手语等；我是幸运的，因为有了孔子学院，我也能开始学习中文和
中文手语。在孔子学院的帮助下，我学习多种语言的梦想终于可以
实现了。
我所在的小学——圣地亚哥河景小学有个孔子课堂，那里有最
棒的中文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去年，
我参加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小学生汉语桥比赛，获
得了小学组冠军。我的父母坐在台下，通过手语翻译看到我拿到冠
军的消息，和我一样非常激动。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一直在帮助我，不光教我中文，还
教我中文手语，让我有机会到中国和中国朋友交流。孔子学院老师
们一直鼓励我不怕困难，勇敢快乐地迎接每一天。我也看到许多人
从孔子学院获得了无私的帮助，其中不少和我的父母一样有着这样
和那样的困难。我更加自信，希望未来能够担任中美文化交流的使
者，也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孔子学院和老师们、朋友们一起学
习，回到家后，再用手语告诉爸爸妈妈在孔子学院学到的新知识，
还有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每当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微笑看
着我，分享我的快乐。
我这次旅行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和爸爸妈妈说，他们
一定会非常开心。我期待看到他们美丽的笑容，因为那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事。
在孔子学院，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孔子学院是一个大家
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庭里不断成长，能认识新朋友，学到
新知识。我爱我的孔子学院，我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作者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

孔院可以推动更多合作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中医药
展览。。
赵晓霞摄摄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孔子学院在坚持汉语教学的
同时，积极拓展功能。数据显示，仅 2018 年就举办中
医、艺术等各类文化活动 4.4 万场；出版译作 640 多部，
开展学术研究项目 1600 多个，组织各类高端学术会议论
坛 7000 余场。
另据统计，49 所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内容
涉及商务、旅游、中医等领域，学生超过 1.2 万人。331
家中外企业参与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有力助推了中国与
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
今年 5 月，意大利恩纳科雷大学孔子学院与诺托市政
府联合举办了第 39 届“鲜花节”。中意两国青年艺术家用
花瓣、咖啡豆等材料在 122 米长的城市主街道上，共同绘
制了 16 幅中国主题元素的“鲜花地毯”。“当京剧脸谱、
杨柳青年画与意大利鲜花艺术相
遇在诺托古城，中国艺术和意大
利艺术的完美融合感染了世界，
实现了孔子学院推进中外人文交
流、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的美
好愿望。” 与意大利恩纳科雷大
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大连外国
语大学校长刘宏说。
在刘宏看来，孔子学院不仅
为世界青年提供了学习汉语、了
解中国的机会，更成为增进中外
理解和友谊的“解码器”、深化中
外互利合作的“金钥匙”。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凯斯·博
内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未来，
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可以推
动更多的合作。“比如可以推动科
技交流、商贸交流等。”

孔子学院的老师一直在鼓励康可米不怕困难，勇敢快乐地
迎接每一天。
图为康可米在练习中国书法。

“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启动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在成
都宣布启动。在该计划的启动仪式上，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
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好未来教育集团、北京多豆科技有限公司等 17
家机构、公司签约加入。
据 介 绍 ，“ 孔 子 学 院 合 作 伙 伴 计 划 ” 既 有 中 长 期 战 略 合 作 计
划，又有具体项目合作方案，内容涉及中外人文交流等多领域，
包括企业捐资捐赠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人才、提供实习机会和就
业岗位、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数字化建设、共建联合实
验室等。
通过“合作伙伴计划”，各国孔子学院将通过遍及全球的语言教
学和文化交流网络，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打造开放包容、共建共
享的公共平台，为国内外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国
内外合作伙伴也将充分发挥各自行业优势和丰富资源，支持和帮助
国家汉办以及各国孔子学院开展相关业务，共同为各国民众提供更
加优质、便捷的汉语学习服务和文化交流体验。

搭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
凯思·博内特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长
城。如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闻名世界。
在人类交往中，除用钢铁或石头所建的桥梁
之外，更重要的是心与心的沟通与联系。
过去 10 年，孔子学院通过教授汉语言文化课程
增进理解，传递友谊。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目前
有近 200 个班级，先后有 1.4 万人在这里学习汉语。
放眼世界，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孔子课堂，
成千上万名儿童在此学习汉语。孔子学院的中国教
师和员工是优秀的民间大使，世界各地的民众通过
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善和奉献。
我们从各大洲齐聚成都，正如孔子所说，“有
朋自远方来”，而成都是我大学所在地谢菲尔德市

的友好城市。如中国其它城市一样，这座城市在几
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
大改善。成都的孩子们现在拥有了他们祖辈无法想
象的机遇。
在成都，曾在钢铁厂工作的工人如今生产的是
汽车、飞机和火车。出产的电动汽车远销世界各地。
改变了的不仅仅是中国，我的出生地威尔士
朗达谷也在发生变化。它和成都一样，曾以制造
业闻名。
但随着工业变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经过一
代人的努力，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先进制造业园
区，并为年轻一代创造了高技术含量的就业机会。
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除教授汉语外，还搭建

了中英合作之桥。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良好的合作关系，让彼此看到了更好的发展未来。
我们通过孔子学院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为
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协作机会，共同应对未来挑战，
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
孔子学院为我们开创了“国”与“家”的共同
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孙子的爸爸是英国人，
妈妈是中国人，他们在伦敦和广州都有家人。我们
都希望给自己的儿孙最好的未来，并为他们构建一
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孔子学院能协助搭建中国和世
界之间的桥梁，使我们共同的梦想成为可能。
(作者为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前校长）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
凯思·博内特在孔子学院大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