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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孔子学院教汉语——
日前，孔子学院
总 部 2019 年 赴 泰 国
汉语教师志愿者岗
前培训结业仪式在
京举办，来自 13 所
高校的 141 名学员完
成培训，将赴泰国
任教。
图为参加培训
的学员在课后交流。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汉语教师志愿者：

最大的收获是友谊
本报记者
日前，孔子学院总部 2019 年赴各国汉语教
师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仪式陆续举办——赴泰
国汉语教师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仪式在北京语
言大学举办，来自 13 所高校的 141 名学员完成
培训；赴泰国及非洲、欧洲国家汉语教师志愿
者岗前培训结业仪式在厦门大学举行，135 名
学员参加。
“这些志愿者在美丽的国度抒写了动人的
故事，也见证了两国深厚的情谊。” 孔子学院
总部志愿者工作处处长周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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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推广南方基地主任毛通文对即将赴汉语教
学一线学员们的这番勉励，也是志愿者们的
愿望。
“我们即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启一段
全新的旅程。虽然前面的道路充满未知，但我
们会牢记嘱托，传播中华文化，搭建友谊桥
梁，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贡献力量。”即将赴
泰国任教、来自河南平顶山学院的张梦平一席
话，道出了志愿者们的心声。

边教学边摸索

当好文化使者

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的何玉和张梦平一样，
也将赴泰国任教。虽然已经完成培训，但她坦
言，教学方法还需在实践中摸索。“短期培训
主要是针对教学步骤和教学框架，但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因为面对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不
同，如何做到课堂设计详略得当、如何将中华
文化融入教学内容等都是挑战。”
正在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李旭回想自
己刚走上讲台的情景，对当时遇到的问题仍记
忆犹新。“每一位新任志愿者都会面临语言不
通、教育理念不同带来的挑战，这就需要志愿
者不断地调整教学方法，多向本土老师取
经。”李旭说。
随着世界各地“汉语热”的升温，对汉语教
师的需求越来越大，志愿者的工作压力随之增
大，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一位汉语教师志
愿者需负责几所学校的汉语课。
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
愿者吴婧负责 6 个市民汉语讲座班的教学工
作。“学生主要是对汉语学习充满热情、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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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中国

王富贵近照
对外经贸大学供图
不少人认为中文难学。那怎么才
能学好中文呢？在我看来，“学在中

快乐的大家庭
“看到小学生们送我的卡片，我就会想起
每次上课前，那几个特别活泼的孩子总要来抱
抱我才愿意回到座位上，下课后也必须抱抱我
才离开。他们融化了我的心。看到他们的老师
给我的感谢信，又想起在小学课堂上，为了维
持秩序，我有时也会批评他们，但他们回报给
我的都是微笑。”曾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
子学院做了两年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吴静怡如今
已回国，回忆起自己的汉语教师志愿者经历，
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友谊。
吴静怡的感受也是汉语教师志愿者们的共
识。对他们来说，将关爱和友善体现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让学员感受到了温暖，也收获了来
自学员的友谊。
“从最初努力适应泰国的教学环境，到现
在每天和学校的泰国师生打招呼、聊天，我已
经把他们当成了亲人。”李旭说。
在吴婧所带的班级，因为学员年龄差别
大，学生们不时会讨论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还
会聊聊工作。“即将毕业，正面临着就业压力
的年轻人说起自己最近的想法和经历，总会得
到班上‘过来人’的一些建议。这些温暖的交
流，让我感觉我们是快乐的大家庭——大家不
是在上课，而是坐在一起‘闲话家常’，从交
流中感受最质朴的快乐。” 吴婧说。

国”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中国不少
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非常丰富，
也有非常优秀的对外汉语老师。如果
有机会在这些高校学习中文，是非常
好的机会。
到中国留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小时候，我跟姥姥住在一起，姥
姥有一肚子故事，她曾给我讲过一些
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在姥姥卧室的柜
子里，有一本开本很小、用中文写的
书。但那时的我太小了，看不懂这本
书，就萌生了学中文的念头，因为只
有学会中文才能读懂这本书。所以，
我一直盼望着到历史悠久、地域辽阔
的中国留学。
幸运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从古巴来到中国，成为一名留学
生。如今，我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专业是国际商务汉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非常优
秀，让我学到很多。记得刚开学时，
有位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发展，
同时介绍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
展 。这 位 老 师 知 识 渊 博 、讲 解 非 常 精
彩，让我印象深刻。
和我一样，来华留学生怀揣梦
想到中国学习，希望在中国学到更
多的知识，交到新的朋友，加深对
中国的了解，也希望将自己了解到
的中国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中华文
化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架起一
座人文交流之桥。
“学在中国”让我获得了意想不
到的收获，我很珍惜在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习的机会，它是我人生中美好
和难忘的经历。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古巴留
学生）

第二十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海外征文启事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
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 杂志
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届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开始征稿。结合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 《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 >
的 通 知》（教 基 厅 〔2018〕 9 号）
精神，经教育部审核通过，就大
赛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参赛范围
海外各国各地区 18 周岁及以
下华人青少年学生。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青少年学生单列，参加海外征文
活动。
二、大赛主题
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不
限定题材、体裁，题目自拟，可
参考以下两个主题。
1、中国变化。

2、中国味道。
三、参赛方式
1、团体和个人参赛均通过大
赛报名系统报名参赛。请参赛单
位关注大赛微信公众号“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取参赛报名
资格以及相关信息。
2、本届大赛可以学校为单位
组织初审或个人直接投稿。设立
分赛区的，由分赛区组委会负责
初审。由学校选送的，可提出初
审意见，填写“组织参赛情况总
结表”，并附推荐名单。
3、参赛作文限 1 人 1 篇。凡
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赛。
四、投稿细则
1、参赛作文一律使用“大赛
专用稿纸”。参赛者须在作文标题
下注明本人姓名、年龄、国家、
省州、城市、学校、班级、指导
教师以及详细通信地址和家庭电

话、电子信箱；“大赛专用稿纸”
可通过大赛官网免费下载。
2、参赛作文要体现积极健康
的审美情趣，展现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
3、参赛作文不得抄袭。
五、评奖办法
1、大赛评委会将对各国各地
区选送上来的稿件，组织聘请专
家进行复评、终评，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及特等奖入围稿件。
2、特等奖评选分大众网络投
票和专家评委投票两种方式。
六、奖励办法
本届大赛设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并设组织
奖 （奖励组织参赛单位） 及先进
组织个人。
七、投稿地址
纸质稿件邮寄至：中国河北
省石家庄市天苑路 1 号大赛组委会

收件人： 杨丽媛
刘艳蓉
邮编：050071
请在信封右上角和来稿上注
明“作文大赛稿”字样。
联系电话：0311-87751398
0311-88643112 （个人参赛）
0311-87751398 （团体参赛）
八、大赛性质及要求
1、公益性。大赛不收取任何
费用。
2、本届大赛将在世界华人学
生作文大赛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
实时公布大赛进程，请关注“世
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官方微信
及时予以关注。
3、未按要求使用“参赛专用
稿纸”，集体组织参赛未填写“推
荐名单”“大赛总结表”的稿件，
一律不予参评。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组
委会

盛新月文/图
去年 9 月，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我来到了浙江科技学院和罗马尼亚克鲁日
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合建的孔子学院，该院在罗马尼亚 6 个城市开设了汉语教学
点，曾获评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初到罗马尼亚，我就有幸赶上一件大事——“孔子学院日”。当天，孔院老师
们表演了歌舞、民族乐器、书法、茶艺、武术等，活动现场掌声阵阵，吸引了众
多罗马尼亚市民驻足观看。
去年 9 月 30 日，我被派往孔院下设的阿拉德孔子课堂，教授一所大学及两所
中学汉语 HSK1-HSK4 （HSK 即汉语水平考试） 10 个汉语兴趣班的课程。在我的
班级里，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从 8 岁至 40 多岁：有天真活泼的小学生，有害羞
需要鼓励的中学生，有来自会计学、食品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还有医生、摄影
师、工程师、大学教授、幼儿园老师等，各行各业的人们齐聚一堂，他们是同
学，也成了忘年之交，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并分享快乐。
还记得第一节课我向 HSK1 级班的学生做自我介绍，给学生讲解我的中文名
字的含义、汉语拼音和汉字的写法时，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每个学生都迫不及
待地想取一个中文名。上课时，我发现大部分罗马尼亚学生比较腼腆，尤其是汉
语零基础的学生第一次接触汉语拼音时，非常认真地抄写笔记，却因害怕发音不
够准确而羞于开口。此后，我便格外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形成习惯，并
融入简单的交际用语，让其慢慢学会用汉语表达简单的问候。
HSK1 级班的学生在学完整本书后，能够认识 150 个生字词、完成简单的汉语交
际，并能通过汉语水平 1 级考试。对于 HSK1-HSK2 级的学生，要想保持学生学习汉
语的积极性，光靠课本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我会选择播放短小的视频《Hello China！
》
文化专题、
《李子柒》系列视频等，
让学生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中国。
此外，
上课前我会
播放一首中文歌曲，
因为大多学生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或工作后来上课，
难免会有
些疲乏，听歌既可以调动情绪，还可以缓解疲劳。
对 HSK3-HSK4 级的学生来说，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汉字书写，因 HSK1-HSK2
级考试无书写汉字的题目，学生没有对汉字书写给予相应的重视。而 HSK3 级的
学生是第一次看无拼音的课本，在课上，凡是遇见不会读或者模棱两可的字及形
近字，我都会写在黑板上，并让学生记下来，鼓励他们在规定范围内造句并练习
汉字书写。
除了汉语教学，我们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中国文化活动，例如“汉语桥”比
赛、阿拉德春节联欢会、新春嘉年华之元宵节联欢会等。
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这些文化活动。还记得筹备春节联欢会时，儿童班的学生
和家长共同献唱 《新年好》 和 《虫儿飞》，高中班的学生积极准备旗袍秀表演。
一位幼儿园老师单独联系我，希望能在联欢会上唱中文歌曲，我帮她选了 《明
月几时有》 这首歌。当我们约好时间排练时，她已抄好歌词并兴奋地告诉我：
“我喜欢苏轼，这首歌的意境太美了！现在，我每天都学 1 小时汉语，今年想考过
HSK3 级。”
我们不仅将中国节日带到罗马尼亚，也将中国元素与当地节日相结合。在西
方，复活节有画彩蛋的传统。临近复活节，为增加师生间的交流，阿拉德孔子课
堂汉语兴趣班的学生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画彩蛋活动。一颗颗圆滚滚的鸡蛋
成了学生的“画布”， 不一会儿工夫，色彩斑斓的彩蛋便画好了。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次的彩蛋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熊猫、青花瓷、中国结等。一位
画家在彩蛋上绘制了一条活灵活现的龙，他说：“我擅长画大幅的油画，这是我第
一次在彩蛋上画龙，非常有意思！”
每每看到学生们的笑容，我都感到十分欣慰，很庆幸自己能为汉语推广而出
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寄自罗马尼亚）
日前，罗马尼亚阿拉德孔子课堂的学生们
迎来了一场画彩蛋活动，学生和家长展示他们
所绘的彩蛋作品。

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于 2004 年启动，旨在
积极推广汉语，提高世界汉语教学水平，促进
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加深中国与世
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增进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
谊和交流。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该项目
覆盖了全球 139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汉语
教师志愿者 47000 人次。
“以泰国为例，10 多年来，孔子学院总部
派出万名志愿者在泰国近千所大、中、小学开
展汉语教学。”周卉说。
在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张宝钧看来，汉语
教师志愿者不仅是教授语言的汉语教师，更是
外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作为文化交流
使者，汉语教师志愿者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
风采，促进了人文交流，是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的有益媒介。”
“把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热爱化作动力，
做好连接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之桥’，搭建
汉语学习的‘心灵高铁’。”厦门大学汉语国

中国文化的大阪市民。其中也有从中国留学回
到日本，希望继续保持汉语水平的关西外大本
科生。因为班级学员年龄不同，寻找适合的教
学方法着实让我摸索了一段时间。”吴婧说。

我的学生从 8 岁到 40 多岁

旅游让我爱上了中国
博 文
去年 7 月我到中国旅游，游览
了北京、昆明、大理和丽江。
旅游的第一站是北京。到北京
的第一天，我游览了王府井，发现
购物中心的商品价格比瑞士便宜，
就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的几天，
我游览了故宫、钟鼓楼、雍和宫，
还逛了北京的胡同。
离开北京后，我乘高铁到达云
南昆明，在那里待了 1 个星期。
我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座翠湖公
园，景色优美。后来，我去了云
南民族村、大理、丽江等地，期
间遇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快
乐感染了我。我还在昆明买了很
多茶叶，比如红茶、黑茶、绿茶
和茉莉花茶等。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到玉龙雪
山游览，雪山的壮美让我感到十
分震撼。
云南之行后，我返回北京。这
次，我游览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什刹海等地，还参观了一些博物
馆。在北京期间，我去了著名的三
里屯，感受酒吧文化。
虽然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不长，
但我爱上了中国，计划今年再去。

我喜欢和中国人交流，也想了解中
国和中国文化，希望能继续学好中
文，对中国有更多了解。
在中国旅游期间，和当地民众
交流，他们告诉我关于中国的情
况，我告诉他们瑞士的风土人情。
在交流中，我们互相学习，也结下
了友谊。
（寄自瑞士）

玉龙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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