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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泰国华文

教育本科学历班毕业典礼在

曼谷揭阳会馆大礼堂隆重举

行。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张东

浩参赞在致辞中向泰国华文

教师公会罗宗正主席和各位

侨胞对泰国华文教育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敬意，希冀毕业的

学员在今后的工作中为泰国

培养出更多会中文、热爱中国

文化的人才。

罗宗正欢迎华侨大学教

务处吴荣副处长一行来曼谷

主持第二届泰国华文教育本

科学历班毕业典礼，希望学

员们毕业之后能够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为泰国华文教育

事业和华文媒体事业贡献力

量，为中泰友谊和“中泰一

家亲”的良好局面添砖加

瓦。

吴荣副代表华侨大学对

同学们的顺利毕业表示祝贺，

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完美

(中国)有限公司、泰国华文教

师公会、新育民公学、泰华通

讯记者协会表示感谢，同时向

一直关心和支持学历班的罗

宗正博士和泰国各界朋友表

示感谢。

第二届泰国华文教育本

科学历班由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主办，完美(中国)有限公

司赞助、中国华侨大学承办，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和曼谷新

育民公学协办，泰华通讯记者

协会支持。

澳大利亚维州中小学：

“到了八年级，学生最喜欢

的课就是中文课了。”澳大利

亚墨尔本女子中学汉语教师

陈秀说，“我们与中国国家汉

办合作的中国游学活动，最多

20 个名额，但每次都有更多的

学生想去，汉办就多给了我们

一个名额。”

墨尔本女子中学与国家

汉办 2013 年合作设立了孔子

课堂，2015 年开始参与汉办的

游学项目。游学活动时间为两

周，第一周在南京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学习中文，第二周去北

京、西安、上海等地游学。

该校副校长布伦特·霍顿

(Brent Houghton) 说：“我们的

中文项目涵盖了八年级到十

二年级学生。很多学中文的学

生是墨尔本本地学生和留学

生，还有家庭语言为汉语的学

生。不管学生来自什么样的背

景，我们都鼓励他们说中文。”

陈秀 2000 年来到这所学校

时，有 70 多名学生选学中文

课程，目前已逐渐增加到大约

200 名学生选学中文课程。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以

下简称“维州”)中小学中文课

程的开设历史已久，并且早于

大学。据维州中文教师协会副

会长哈伟介绍，1958 年，在初

中部校长格林·法兰西的带领

下，堪伯威文法学校为六年级

学生开设了汉语课。墨尔本大

学于 1962 年开始中文教学，

开启了澳大利亚高校开设中

文项目的历史。

格林·法兰西曾于“二战”

后在亚洲居住过一段时间，他

意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一定

是建立在与亚洲的合作之上

的，而掌握亚洲的语言则是澳

大利亚年轻人跟上时代的途

径。1973 年，时任澳大利亚总

理高夫·惠特拉姆访问中国，

几年后，5 所维州学校相继开

设汉语课程。

据维州教育局统计，2018

年，维州开设汉语课程的公立

中小学有 261 所，学汉语学生

有 82043 人，约占公立中小学

学生总数的 18.5%；中文教师

290 人，约占公立中小学教师

总数的 15.1%。

教学是汉语教育的重要

渠道。维州中文教师协会的张

博说，为了吸引学生学习中

文，教师在教学与活动中积极

使用多媒体，加入音乐、美术、

电影、游戏等多种元素。

一些国际性的演出，是传

播文化、沟通友谊的重要契

机。2016 年 10 月，由孔子学

院总部主办的“三巡”巡演，

首站选在墨尔本女子中学。

该校音乐教师托尼 (Tony)改

编了中国乐曲《茉莉花》，指

导学校管弦乐队的学生把西

洋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结合

起来，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家

们一起演出，把首场巡演的

气氛推向高潮。

各种汉语比赛也激发了学

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中国驻墨

尔本总领馆自 2011 年起开始

举办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2019 年的赛事吸引了 400

多名中澳师生和家长参与。

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每年

举办各种汉语演讲、才艺比

赛，吸引学生学习汉语。自

1995 年以来，“地球村”青少年

双语演讲比赛吸引了维州 150

所学校的 2200 多名学生参

加。该协会于 2011 年、2014 年

和 2017 年举办了“中国文化

日”活动，学生积极参加武术、

音乐表演，参与汉语竞赛，受

到澳大利亚社会各界人士的

好评，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

高。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

近日，为迎接新年

到来，柬埔寨禄山市公

立华侨学校举办“唱响

禄山、拥抱新年”首届中

文 歌 曲 大 赛 暨

2019-2020 新年联欢会

活动，比赛分为四组，即

幼儿组、合唱组、独唱小

团体组、大团体组。

五位评委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根据

“评分标准”综合评分。

大赛在幼儿组设立优

秀奖一名，在合唱组、

独唱小团体组和大团

体组分别设立一等奖

一名，二等奖一名，三

等奖一名。

首先出场的是幼

儿组。《太阳当空照》、

《小星星》、《两只老

虎》、《小兔子乖乖》这

些耳熟能详、朗朗上口

的儿歌，被孩子们重新

演绎，稚嫩充满童趣的

歌声将快乐传递给现

场的观众，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随后是合唱组的

表演，大合唱体现的是

集体精神。《大中国》表

现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

与自豪，毕业班的《离别

歌》唱出了些许的伤感

和不舍。《怒放的生命》

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最

后大团体组用《再见》拉

开了序幕。这首歌虽然

有些年代感，却用漫不

经心表达了离别。

经过了激烈的角

逐，幼儿组的《小星星》

获得优秀奖。合唱组的

《七色光之歌》荣获一

等奖，《瀚宇之花盛开》

和《离别歌》分别获得

二等奖和三等奖。在独

唱小团体中《甜蜜蜜》

取得第一名的成绩，第

二和第三名分别是《守

护家》和《我们不一

样》。大团体中《茉莉

花》实至名归获得第一

名，《童年》和《明天会

更好》后来居上。

歌声从这里传递，

音符从这里飘扬，青春

从这里激荡，梦想从这

里启航。此次活动丰富

学生校园生活，为学生

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大

舞台，营造了良好的文

化氛围。 (庄海莉)

柬埔寨禄山公立华侨学校
举办首届中文歌曲比赛

第二届越南大学生汉越口译大赛

决赛 1月 5 日在河内大学举行。来自

河内大学、越南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

大学和越南军事科学学院的 9名选手

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河内大学学生阮

氏红幸摘得桂冠。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进出口贸易，

内容涉及近年来越南的果蔬贸易、

水产品贸易以及广东—越南进出口

贸易。比赛分汉译越和越译汉两个

环节，选手听完中越两国嘉宾的发

言后当场翻译，由两国专家现场打

分。

参加决赛的选手均从初赛的 34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来自越南北部多

所高校。

本次比赛由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

院主办，是河内大学孔院成立 5周年

系列庆祝活动的最后一项，同时也拉

开孔院庆祝中越建交 70 周年系列活

动的序幕。 (刘刚、周成兰、黎玫香)

第二届越南大学生汉越
口译大赛在河内举行

华裔青少年

冰雪冬令营闭营
1 月 7 日，2020 中国文化行冰雪冬令

营和海外华裔青少年“冰雪文化体验”冬

令营两营的闭营式在哈尔滨举行。来自瑞

士、法国、美国等 15 个国家的 123 名华裔

青少年结束了为期 7 天的中华文化及冰

雪体验之旅。

此次冬令营 1 月初开营，营员们参

观了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饲养和繁育基

地东北虎林园，欣赏了具有百年历史的

老街中央大街和世界最大的冰雪大世

界，他们还到中国红松之都伊春市看漫

山红松林。

“我从来没看过雪，在这里第一次看

到雪，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冰灯，让我很震

撼，冰灯简直太美丽了，我想我会终生难

忘。”来自泰国的善如说。

据了解，今年的冬令营有来自 15 个

国家的华裔青少年，是历年来参与国家数

量最多的一次。这些华裔青少年在这里体

验了中华文化和冰情雪趣，他们将成为中

华文化的热情传播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

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积极促进者，成为

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民间

使者。 (王妮娜)

意大利中意学校

动漫中文课堂结课
近日，意大利中意学校动漫中文课堂

第一期课程圆满结束。该校于 2019 年 4

月开始第一期课程的学习，共选择了 10

次课程，内容涵盖诗词歌赋、成语故事、寓

言故事和国学启蒙等。

中意学校创办于 2000 年，2015 年被

国务院侨办授予“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

校”称号。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现有学

生百余名、华文教师 18 名，多名教师拥有

国内一线教学经验。

中意学校动漫中文课堂第一期选择

的是初级课程。通过第一期课程的学习，

学生们学习了部分汉字，能够比较完整复

述故事内容，理解课程故事传达的道理。

通过成语故事课《盲人摸象》的学习，学生

们理解了看待事物要从多方面去了解；在

寓言故事课《十二生肖的故事》的课堂上，

学生们感悟到人应该拥有的善良品行；通

过成语故事课《守株待兔》的学习，学生们

明白了做事情应该学会变通，不能死守教

条。 （据中国侨网报道）

多哥洛美大学首开中文专业
近日，多哥洛美大学新开设中文系

并迎来首批 21 名新学生。这标志着西非

国家多哥的首个大学中文专业正式启

动。由于该校此前仅设置中文选修课程，

该专业的启动意味着多哥高校的汉语教

学从学分选修迈向专业教育。

目前，该专业教学任务由洛美大学孔

子学院承担，将采取“中文 + 翻译”的方

案，在保证实用性的同时兼顾培养学生对

汉学研究的兴趣。洛美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10 年来已为 7000 多名学生提供中文培

训，为多哥培养了一大批懂中文的外语人

才。

“随着非中合作的不断深入，很多来

非投资建设的中国企业需要懂中文的当

地员工”，洛美大学副校长佩芭介绍道，

洛美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学生深受中国

企业青睐，毕业后他们大多在多哥及邻

近国家的中国企业就职，薪资可以达到

普通大学毕业生的两倍。设立中文系一

方面满足了学生们获得正式中文学历的

意愿，另一方面也契合近年来非中深化

合作的现实需求。

(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