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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济州总领事与济州大学

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座谈交流
5月 11日，中国驻济州总领馆总领事王

鲁新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商务孔子学院洪

成一院长和全体教师进行了座谈交流。

王鲁新充分肯定济州大学商务孔子

学院成立以来在推广汉语、宣传中华文

化、推进中韩友好交流等方面所做的大量

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希望孔子学院再接再

厉，在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充分发

挥民间交流使者的作用，增进韩国民众

对华了解，推动中韩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王鲁新指出，这次疫情给孔院工作和教

师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冲击，国内相

关部门和总领馆高度关注每一位同志的

在外安全和身体健康，希望大家按照国

内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将抗疫看作

一次考验，积极探索在疫情防护长期化

和常态化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创新举措和

办法。王鲁新还向大家发放了“健康包”，

表示总领馆就是大家在济州的家，将与

大家一起共克时艰，争取平安健康度过

这段特殊时期。

洪成一院长感谢济州总领馆多年来

对孔子学院的关心指导，表示将进一步发

挥孔子学院优势，为增进韩国民众对华理

解和中韩两国人文交流做出更大贡献。

（据中国侨网报道）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线上

活动促同心抗疫
在线学汉语、和中医专家一起“云养

生”、观看抗击疫情纪录片、在数字图书馆

平台阅读中文书籍、通过图片和视频“云

游中国”饱览中国山川名胜……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推出了形式

多样的线上活动，在保障学员“居家上课

不停摆，文旅活动不打烊”的同时，分享中

国抗疫经验和做法、传递战疫信心和希

望，开辟中法文化交流新空间，赢得当地

民众积极评价。

“通过观看影片，我对新冠病毒有了

客观了解，消除了对病毒的恐惧心理。”在

看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网站推送的纪录

片《中国抗疫志》后，学员黛勒翡娜留言表

示，“看到中国成功战胜疫情，我对法国赢

得疫情胜利有了信心。”据了解，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网站自 3 月以来开设“抗疫专题

新闻和视频”专栏，推送多部抗疫纪录片

和新闻短片，向法国民众深入客观地介绍

中国政府采取的抗疫政策和有效措施，讲

述中法以及世界各国团结抗疫的感人故

事，受到许多网民的关注并在网站积极留

言。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佘明远表示，

近两个月来，中心网站浏览量屡创新高，

许多网民在中心脸书和推特上热烈交流

互动，掀起中法文化交流的热潮。他说，

“中心将举办更多的线上活动，用温暖的

‘中国故事’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陪伴

法国人民以‘艺’抗疫，传递守望相助的情

谊，促进两国民心相牵。（据人民网报道）

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孔

子学院日前联合汉堡大学

附属埃彭多夫医院汉萨美

安中医中心，共同组织举办

了数场中医抗击新冠疫情

的线上专业研讨会。

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孙建安告诉记

者，计划今年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间共举办 5 场免费

研讨会。内容主要包括中医

在新冠疫情预防、治疗和康

复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国内

一些地区成功的临床经验

分享。

孙建安说：“希望通过

举办研讨交流活动，让德

国医疗界同行更加了解中

医药独特的理论和诊疗方

法，以及在应对这次新冠

疫情实践中展示出的有效

性。”

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

院德方院长法尔克·霍恩表

示，已举办的两场研讨会在

当地引起了很大关注，最近

一场就吸引了 40 多名当地

医护人员线上参加。学院目

前正在积极筹备接下来的

研讨会，计划邀请曾在中国

亲身参与过抗击新冠疫情

的医务人员参会。

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

院由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

学大学与安徽合肥学院合

作共建，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揭牌。该院自成立伊始，

就把中医推广作为办院特

色之一，先后为当地相关

机构开设了多期中医药培

训班，并为促成中药配方

颗粒进入德国贡献了力

量。

（据新华社报道）

阿塞拜疆孔子学院
举办在线中文书法比赛

在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下，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于 4 月 16

日至 5 月 6 日面向阿广大汉语爱好者举办

主题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线中文书法

比赛。根据要求，参赛作品需用毛笔或钢笔

书写，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并配备阿塞拜疆

语译文。本次比赛得到了孔子学院在读学生

和阿全国各地汉语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共收

到 102 份参赛作品。

经评委认真审议，就读于苏姆盖特市第十

一中学九年级的 15 岁女生马灵儿(Asgarova

Maryam)的书法作品《坚定信心，科学防治，同

舟共济，共渡难关》荣获一等奖；来自巴库的汉

语爱好者周婉(R fiyeva K nül)、阿塞拜疆语

言大学中国学专业大一学生刘依依( Abbasova

Nargiz)获得二等奖；同样来自语言大学的刘千

雪(Selimova Fidan)、陆冉(Seid liyeva Nuran )和

经济大学毕业生赛伊人 (M mm dova S id )

获得三等奖。孔子学院将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

和奖品。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为了完成作品，他

们查阅了很多资料，认真临摹各类硬笔书法作

品，不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书法

艺术有了更深入了解，同时也深刻感觉到，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非常时期，大

家更需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团结协作才能

共渡难关。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为全世界作

出了表率，各国应该感谢中国并向中国学习。

本次比赛得到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

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比赛前期筹备、作品评

审、对外宣传等各环节均予以特别指导和协

助。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团队认

真筹备，积极推动阿各大主流媒体广泛发送比

赛通知，认真制定《书法比赛评分规则》，积极

鼓励并精心指导汉语学生们踊跃参赛。在阿实

施“全国隔离状态”背景下，此次在线书法比赛

进一步调动了阿广大汉语爱好者的学习热

情，增进了汉语文化在阿推广，更宣传了中

国推动抗疫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思想。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新加坡多所中学办网上开放日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新加坡部分中学

把往年配合直接收生

计划而举办的开放日

改为线上。

南洋女子中学校

原定今年 4 月 4 日举

行开放日，不过已决定

设立开放日网站，让公

众随时浏览，网站将在

5月底正式推出。负责

开放日的教师张博说，

网站在第一阶段会提

供 DSA 的相关信息，

展示校园设施。为配合

DSA 申请，网站于 5 月

15 日提前开放。而从

小六会考后至 12 月初

的第二阶段，网站会增

添线上校园导览、与学

姐聊天互动等新内容。

华侨中学则从 4

月起通过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社交媒体平

台，分享线上校园导

览、视频等。内容由教

师与学生理事策划。小

六学生与家长可通过

社交媒体与校方联系。

接下来几周，校方将更

新有关 DSA 等项目的

内容。

华侨中学校长彭

俊豪说：“通过线上方

式传达学校的文化与

校风有它的局限，大家

还是喜欢面对面的直

接交流。但我们也把这

个挑战视为机会，通过

线上平台与学生和家

长能有更长久的互动。

我们也接受一些小学

发来的邀请，为小学生

做线上分享。”（据新加

坡《联合早报》报道）

5 月 10 日，丹麦哥

本哈根美人鱼中华文

化学校加入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华文教师

完美远程培训”项目，

该校也是丹麦第一所

正式加入该项目的华

文学校。

哥本哈根美人鱼

中华文化学校(MCCS)

是一个成立二十三年

的中国文化社团，以

“学习汉语语言、了解

华夏文化、结交中国朋

友”为宗旨，以教授中

文课程为主，兼做文化

交流活动。学校现有教

师 13 名，学生 280 多

名，分 18 个教学班授

课。

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于晓秘书长为本

次开课仪式发来了开

课致辞，于晓秘书长

指出，“华文教师完美

远程培训”是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重点打

造的品牌项目之一，

远程培训跨越了时间

和地域的限制，学习

内容也可按需定制，

灵活安排。他希望华

文教师能在基金会远

程培训平台上，不断

成长，积极思考，探索

汉语教学新方法，为

促进海外华文教育事

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

首 次 互 动 直 播

课，由北京四中网校

特约教师、北京交通

大学余莹老师讲授

《中 文 课 堂 疑 难 解

答》。余莹老师从“汉

语为母语的学生”“双

语家庭的学生”两个

不同的教学对象出

发，分析了如何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

堂管理的方法，并以

《中文》教材为例，为

老师们带来了汉字教

学、词汇教学、语法教

学以及课文教学等方

面的示范教学。

丹麦哥本哈根美

人鱼中华文化学校本

年度还选择了《趣味汉

字教学》《教育技术与

网络资源的教学应用》

《综合课教学方法与技

巧》《做一名华文教师，

你准备好了吗？》等 27

节课。

（据中国侨网报道）

日前，虽然马来西亚教育部

还未公布何时开学，不过中华维

新中学已根据规定的标准作业程

序作出相关安排，以迎接随时回

学校上课的中五学生。

桌椅保持 米距离
维中副校长诺阿兹兰指出，

维中已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开学

的准备工作，现阶段先开始排列

课室的桌椅，确保桌椅之间保持

1米距离。

他说，由于班级桌椅排位必

须保持社交距离，所以每一班最

多只能有 19 名或 20 名学生。维

中的中五班级有 8班，重新作出

安排后，3 班在 F 校舍，3 班在 A

校舍，另外 2班合并在礼堂上课。

除了班上的桌椅有距离，食堂的

桌椅排列方面、学生排队购买食

物及付钱时，也会保持安全距离。

学生分批下课放学
另外，学校规定学生从一个楼

梯上楼去课室，另外一个楼梯下楼，

去食堂也会有一去一回的路线，学

生分批下课及放学，避免拥挤。

他说，每天早上学生到学校

上课，必须先在大门口测量体温，

体温超过 37.5 度的学生不允许

进入学校，校方将要求家长带孩

子回家或去看医生。

“我们也规定学生必须戴口

罩，由家长为孩子准备口罩，我们

另外准备消毒搓手液给学生消毒

双手。”

调整上课时间取消体育课
此外，他说，校方也调整上

课时间表，取消体育课，放学时

间从下午 2 时 10 分提早至下午

2 时。

他强调，维中将根据教育

部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做好

疫情防控的工作，确保回到学

校上课的学生安全能得到保

障。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