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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 月 10 日，腾讯公益与中国南方航空联合
推出的“99 公益日——小红花号”主题航班抵达奥地利
维也纳，拉开了“99公益日”海外之行的序幕。

作为此次活动的合作方之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与
腾讯公益联合举办了中国互联网公益主题分享交流会。

“这是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首次为中国企业和维也纳本地
相关机构搭建桥梁，分享互联网公益经验。交流会的召开，
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公益文化推广，还有助于维也纳民众了
解当代中国。”该院外方院长李夏德告诉本报记者。

“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

“99公益日”由腾讯公益牵头发起，已进入第五个年
头，在几千家慈善组织、上千家企业、数亿网友的共同
参与下，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公益行动日，也被称为
互联网公益的“中国样本”。

李夏德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
孔子学院作为连接中奥交流的桥梁，一直在探索如何向
奥地利民众介绍当代中国。“此次和腾讯合作，就中奥两
国的慈善模式、经验进行交流，正是新的尝试。”

在交流会上，腾讯公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一组数
据：今年“99 公益日”，在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 3 天时间
里，多达 4800 万人次的爱心网友捐出了总计 17.83 亿善
款，超过 2500家企业配捐 3.07亿元。此外，“99公益日”
期间，全网用户累计互动量高达8.82亿次。

数据一出，现场不少嘉宾举起手机拍摄。在他们看
来，“这是很直观的解读”。

联合国世界粮食署企业伙伴关系部执行主任蒂姆·亨

特表示，通过本次互联网公益主题交流会，奥利地本地
公益机构对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现状有了充分了解，也看
到了正是科技让公益项目与公众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增强了公益透明度，这在过去是很难达到的。“这样的经
验值得借鉴。”

与会嘉宾表示，虽然之前对中国的公益事业了解较
少，但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看到了中国企业如何借助
新科技为世界公益事业作出贡献，也看到了中国企业在
担负社会责任方面的担当。

搭建中外交流之桥

从居间协调到组织会议，再到邀请嘉宾，“99 公益
日”的海外之行，一直有维亚纳大学孔子学院的身影。

“希望借此活动，增进中奥之间的交流。”李夏德说。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表示，与西方相

比，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但互联网公益的公众
筹款热情持续高涨。今年，“99 公益日”在筹款额、透
明度、覆盖面方面都再创新高。“‘99 公益日’借助孔
子学院，首次走出国门到公益慈善事业起步较早的欧
洲，希望在互相交流中提升中国公益组织的影响力。”

在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教中国电影的伊丽莎白操着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坦言“参加了交流会，才知道腾讯
公益”。“交流会的信息量很大。希望孔子学院借助自身
在奥地利的影响力，在搭建中奥交流桥梁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李夏德表示，腾讯作为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影响
力很大，但奥地利民众对中国企业了解较少，对中国的

互联网公益了解更少。“此次交流会，让当地民众不仅了
解了中国企业，更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推动慈善事业方面
的作为。双方希望了解对方的需求，为孔子学院发挥桥
梁作用提供了空间。”

拓展“架桥人”的角色

来自孔子学院总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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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总数达 187 万人。从 2004 年首所孔子学院
成立以来，孔子学院以语言传递之力，编织了中国连接
世界 150 多个国家人民心灵相通的纽带。在孔子学院数
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孔院也在各显神通，为办出特色
而努力。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 2006 年 9 月，成立 13 年
来，除了开设正规的汉语教学外，还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职业的人群开设了专题汉语教学班等。“此次和腾讯公益
的合作，是新的尝试，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李夏德说。

不只是维也纳大学孔院，不少孔院都在进行新的尝
试。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院在开展各层次的汉语教学之
外，开始将目光投向促进中英经贸、工业、医疗等领域
的合作。数据显示，2017-2018年该孔院与合作方共举办
了 27场各类型的商务活动，以帮助中英商务人士与企业
更好地了解对方；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也将自
己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商务特色孔院”，旨在为中美商务
交往搭建桥梁。

正如李夏德所言，孔院在介绍中国的方式上，可以
开拓思路，探索新的模式。

5 年前，李娟填报高考志愿，第一选择是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国外教中文，既能传
播中华文化，又能体验各国风土人情，这是我能
想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让我的人生更有意
义。” 李娟梦想成真，如愿考入云南大学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

在国内做中文语伴、在泰国和伊朗做汉语教
师，李娟的教中文之路越来越精彩。

教留学生学中文

读大学期间，李娟主动申请了校内的中文学
习项目，结识了很多来自泰国、老挝等国的留学
生。同时，她与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做朋友。
在了解不同文化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学习汉语、
认识中国。

“美国沉浸式中文项目”是李娟参加的项目之
一，参加该项目的大部分留学生来自美国。这些
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需遵守“只说中文”的规
则，还需和一个中国学生同住同吃。3 年来，李
娟参加了5期该项目，结识了5名性格不同的美国
留学生。“她们之中，有第一次到中国的华裔，有
白人女孩，有热情开放的牙买加裔女孩……我和
她们相处得非常愉快，有的还成了好友，一直保
持着联系。”李娟说。

在与这 5 名女孩相处的过程中，李娟逐渐学
会了如何不借助英语去解释中文，也见证了这几
个女孩中文水平的快速提升。她教她们中文流行
语，比如“我想静静”“我也是醉了”“么么哒”，
让她们在课堂上和生活中都能“语出惊人”。在全
体学员投票时，李娟被评为“最爱的中国同屋”。

泰国学生带来惊喜

2017年，李娟到泰国暖武里府的一所小学做
实习中文教师。担任实习教师期间，她组织了两
次体验中国文化的活动，一次是剪纸，一次是吹
墨画。“泰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们的作品成
了教室的装饰，让教室里多了一抹中国色彩。”李
娟欣喜地说。

李娟所教的泰国学生中，最小的才 3 岁，这
些学前班的小朋友正处在咿呀学语的年纪。李娟
得一边陪他们玩，一边教他们简单的中文，比如
数字、水果、动物等中文词汇。“原本以为中文只
是他们幼年语言学习中的调味料，没想到有一次
窗边有鸟停留，我指着说‘哇， Nog （泰语

“鸟”） ’，他们竟大声地纠正我‘不对’，是
Niao！（中文“鸟”） ’，这真是让我又惊又喜。”
李娟说。

令李娟更为惊喜的是，她曾经在泰国高中生
夏令营的中文课堂上，教学生唱了一首中文歌

《好想你》。她回国后，学生合唱了这首歌，并录
制成视频发给她。孩子们在视频结尾一起大声
说：“老师，我们真的真的好想你！”“看到视频的
时候，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群学生太可爱了。”
李娟回忆说。

在伊朗的“丽”老师

今年，李娟通过了孔子学院总部的汉语教师
志愿者选拔，再次启程到伊朗德黑兰大学孔子学
院任教。

“德黑兰大学是伊朗非常优秀的大学，在这
里，刚毕业的我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在学习上
我能解答他们关于汉语的一切疑问，在生活上他
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李娟说。

李娟告诉笔者，她的学生曾在社交平台上发
过这么一段中文——“在每个新学期，总有一件
新奇的事。上个学期，咱们班新奇的事就是来了
个‘丽’老师。大家听到‘丽老师’这个词，一
定感到很奇怪吧，其实她是李老师，听说她可是
咱们学院最美丽的老师呢！”学生对汉语同音字、
语气副词“可”的熟练运用，让李娟赞叹不已。

除了在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教中文，李娟还
被派往孔院的汉语教学点，为一家中国航空公司
的伊朗籍雇员上中文课。“在第一节课上，我从语
音、语法几个方面为学员介绍了汉语这门语言。”
课后，雇员们终于认出了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公司
海报上那硕大无比的“符号”，欣喜又激动地说：

“原来这就是‘中国’”。
如今，李娟再次踏上伊朗的土地，开始了第

二年的任教期，她“教中文”的故事还在继续。我承认，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孩子。
在我两岁的时候，家里有了新成员——我的

妹妹，这让我很是生气。在妹妹刚回到家里的前
3天，我拒绝吃任何东西，以此来表达我的强烈
不满。看到我这样，父母非常担心。

妈妈刚做了手术，只能躺在床上照顾妹妹。
爸爸不停地给我做各种好吃的。他做中餐，从炒
饭、炒面到排骨；做日本料理，从寿司到手卷；做印
度食品，从咖喱鸡肉到咖喱角；他也去买麦当劳、
肯德基……爸爸几乎把好吃的都放在了我面前。
但是，我就是一口也不吃，同时不哭也不闹。

第三天晚上，父亲在我面前放了一碗面。看
着那飘在碗上的热气渐渐在房间里弥漫开来，那
喷香的味道直直地钻进我的鼻子里……我终于没
能拒绝，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碗面。在喝汤时，
热汤甚至刺痛了喉咙，我也毫不在意。吃完后，
爸爸告诉我，它叫拉面。

拉面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当我4岁的时
候，第一次随妈妈回到中国。我和妈妈经过十几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达广州，当时正是当地时间
早上。我们入住酒店安顿下来后，妈妈带我来到

楼下的餐厅。这是一个自助餐厅，一排排的冷
食、热食琳琅满目。突然，我看见一个戴着高高
的白色帽子的厨师，手上挥舞着一把细细长长的
面条。我不由得停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他。厨
师笑了，他把手里的一把面条，放进旁边的开水
锅里，又随手递给了我一块面团。我无比兴奋地
玩着面团，又无比期待地看着锅里的拉面。没多
久，我就坐在餐桌旁边，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拉
面，也让我记住了它的味道。

在之后，我跟妈妈去看羊城八景。妈妈还
带我吃各具特色的西关传统小吃。所有这一
切，都让我体会到浓郁的中国味道。但是，我
最爱吃的还是拉面。

每天早上，我总是早早地把妈妈叫醒，这
样就可以按时下楼吃早餐。在餐厅门口，总有
服务员把我叫住，问我今天早餐是不是又要吃
拉面，我总是兴奋地直点头。她们笑我不会用
筷子，然后又总是喜欢考验我。没有办法，每
次我只好先唱首英文歌，然后再急急地走进餐
厅。

在广州的两个星期，我每天早上都要吃拉

面。一进酒店餐厅，我就乖乖地站在大厨师旁
边，手里拿着他递给我的面团。再看他无比神奇
地上下舞动着面团，变出一条条细细的面条，然
后再魔术般地变成一碗香气扑鼻的拉面，放到我
手里高高举起的托盘里。回到酒店房间，我曾无
数次地尝试，上下挥动手中的面团，希望可以把
手里的小小面团，变成一条条又细又长的拉面，
但都没有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长大了。虽然没
有再回过中国，但是，4岁那年回中国的经历却
印在了我的心里。我学会了做手工拉面，虽然
看起来不是那么地道。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会
吃拉面，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会吃拉面。最重
要的是，当我感到心中有所渴望的时候，也会
吃拉面。

我记得跟妈妈到中国的所有情景，更记得妈
妈告诉我，我是一个中国人，不管我身在哪里，
我的根永远也不会变。

拉面，已成为我回忆故乡的管道。它会不断
地提醒我，我是一个中国人。

（寄自南非）

孔院搭桥互联网公益

“中国样本”走向海外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汉语教学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核
心任务和工作重点之一，主要包括3部分的内容。

孔院在维也纳各大学内面向在校生开设汉语
课。主要在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奥地利外交学院等
高校提供教学服务，主要为学分课。孔子学院先后
为这些大学提供了汉语语音、汉语口语实践、汉语
写作、汉语语言学、中国文化史与国际关系、中国
文学史、当代中国文学、科技汉语等十余门课程。

孔院支持和资助一些教学点开设汉语课程。
此类课程主要面向奥地利中小学。目前孔院共向6
个教学点派遣教师和志愿者教授汉语课，对开设
汉语课有困难的教学点提供了一定的资助。这些
教学点包括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维也纳瓦萨中

学等。2018年，各教学点学生总计近700人。
孔院本部开设汉语课和中国文化课。课程主要

面向社会人士和在校学生，为非学分课，学员缴纳
学费。课程分为成人汉语课（晚班学期课程、假期
强化课程）、儿童汉语课、中国文化课、一对一课
程等。

2018 年孔院全年招收学员 363 人，同比增加
6%。2019年1月至4月共招收学员162人，同比增
加7%。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对一课程的学生
人数持续增长，学员主要是来自奥地利的政府官员
以及从事外交、经济等工作的人员。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也有人出于兴趣，希望更多地
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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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与
腾讯公益联合举办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分享主
题交流会。图为交流会现场。

腾讯供图

从泰国到伊朗

“教中文让我的
人生更有意义”

段易成

李娟 （左三） 和泰国学生在一起。

新闻链接：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图书馆一角。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作为连接中奥交流的桥梁，

一直在探索如何向当地民众介绍当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