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被认为是文化的载体，那

么孔子学院如何在教授汉语的同

时，让更多人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外国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融入学习

汉语的一些小细节里， 也融入了对

汉语老师的交流了解之中。

“通过学习交流，外国学生和

中国老师都会发现，其实文化在很

多领域是相通的。” 杨蓓在美国新

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工作了两

年，发现外国学生对中国充满了好

奇， 他们会在汉语课堂上问起中

药、戏剧、茶艺等各种关于中国文

化的话题。“向他们解释 ‘三人行

必有我师’ 这样的儒家经典短句，

他们也都理解和认同。”

更多时候， 文化的交流在汉语

教学之外。杨蓓曾借来汉服、长衫，

再加上自己的旗袍， 在课堂上讲中

国的服饰文化，大受欢迎。而中国茶

艺中的韩信点兵、 关公巡城等将历

史故事和茶文化相结合的内容，也

非常吸引外国学生。“这可能就是

文化自身的魅力。”

和杨蓓有同感的， 还有四川师

范大学刚从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回

来的两位志愿者。 李福超和唐淼在

当地孔子学院任教一年， 教授初级

汉语。让李福超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是一位想和中国做生意的中年人，

为了学好汉语， 每天把学到的汉字

认认真真写上一页。他说，带着学生

包饺子也算是文化交流中的一部

分， 让他们从中国的节日习俗中领

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相处之道。

各种活动是孔子学院促进文化

交流的重要方式。 瑞典卡尔斯塔德

大学孔子学院每个月定期举办“中

国文化沙龙”， 连续两年举办孔子

学院暑期学校， 为瑞典大中学生提

供机会来蓉学习汉语。 蒙彼利埃孔

子学院举办中国春节文化周活动，

邀请四川文化名人到当地演出。新

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开展面向当

地中小学生的“学说中国话，学做

中国菜” 主题中文夏令营项目，为

老年大学举办系列中国文化讲座。

成都大学2010年与美国新罕布

什尔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美国新罕

布什尔大学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至少

要学习一门外语，孔子学院的老师

承担了主要的汉语教学任务。成都

大学老师周怡乔曾在这里任教两

年， 亲身感受到了外国学生对汉语

的热情。

“新罕布什尔大学的选修课程，

在上课的头两个星期， 学生有权利

选择换课。”周怡乔说，一旦学生选

择换课， 还要由被换掉课的老师签

字表示同意， 其实这是一个令老师

有些尴尬的规定。 知道有这个规定

的时候，她心里也十分忐忑。结果却

让周怡乔有了几分成就感。 她不但

没有遇到一个换掉汉语课的申请，

还来了不少申请换到汉语班上课的

学生。“美国大学大都是小班教学，教

室比较少。上汉语课的人多了以后，有

时我还要去其他教室找凳子。”

孔子

学院

周老师的忐忑：外国学生有权利换课 他们会来汉语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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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孔夫子” 五国开讲

在蓉高校海外创办9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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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关 注 ： 孔 子 学 院 】

包括成都大学在内， 四川大

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四川师范

大学等五所高校， 相继与美国、法

国、韩国、巴基斯坦、瑞典等5个国

家的当地高校合作创办了9所孔子

学院，汉语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

截至2014年10月， 全球已建立

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孔子课堂，

分布在125个国家（地区），不少高

校在孔子学院的设置， 以及课程、

活动的安排上也在不断深入。

四川师范大学在海外设有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巴基斯坦卡拉奇

大学孔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周介铭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服务内容上也各有侧重。

“韩国的孔子学院较多，由于

历史、地域等原因，这里的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了解也较多。 而且延世

大学本来就有中文系， 还可以培养

中文专业的博士。所以，除了汉语教

学和常规文化传播以外， 我们开展

更高层次的文化研讨。”他表示，韩

国延世大学孔子学院重点开展汉学

研究合作， 共同举办中国传统学术

研讨会， 川师的学者也常过去办一

些讲座。而在巴基斯坦，孔子学院工

作的基点则是汉语教学。“我曾经

去过卡拉奇， 巴基斯坦对中国很友

好， 不管是在伊斯兰堡还是其他城

市，走上街头，都能遇到热情打招呼

的巴基斯坦人。但他们对汉语、中国

文化的了解还比较少。” 在周介铭

看来， 未来两国必然将在多个领域

合作， 语言沟通和文化理解非常必

要。在这个领域，川师已经在卡拉奇

大学孔子学院的基础上扩展了一

步。 目前正开展巴基斯坦信德省中

小学教师培训项目， 已从信德省29

个学区中选拔出118名教师参加相

关考试和培训， 信德省已将汉语课

程列为中学必修课程。

周介铭还透露了一个新消息，四

川师范大学与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

已达成意向，共建中文双语专业，以及

共建孔子学院。“目前巴西里约热内

卢大学已经提出申请。”

今年12月， 法国蒙彼利埃孔子

学院将举办汉语国际班研讨会。成

都大学与新罕布什尔大学正在共同

筹备2015年第四届学前教育国际学

术研讨会，会议将于明年4月在成都

召开。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歌里唱的这一

幕，如今正真实上演。从2004年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十年

间，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中小学孔子

课堂。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五所在

蓉高校，已在美国、法国、韩国、巴基斯坦、瑞典等5个国家，与当地高校合

作创办了9所孔子学院，将中国文化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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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语、写汉字 更高层次文化研讨

包饺子、过春节 让老外感受中国习俗

故

事

制图 王雪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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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这样一个产业成都，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引领， 集聚发展高端产业

和产业高端。 对于构建四川多点多极支

撑发展格局、引领西部地区转型升级、完

善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又是未来成都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或者说，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就是

要再造一个成都新引擎。

成都提出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

增长极， 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进

程， 建设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需

要这样一个新引擎。

按照规划，天府新区与成都中心城

区共同形成“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

体结构。其中，“一核”指《成渝经济区区

域规划》中确定的成都发展核，范围为

整个成都市域。“两区”是指中心城区作

为优化开发区，天府新区作为重点开发

区。“双中心”指成都老城中心和天府新

区的新中心，其中天府新区新中心重点

集聚科技、商务、文化等高端服务功能。

当前的区域竞争，核心是作为区域经

济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较量。哪个中心城

市拥有更强大的承载能力和吸附效应，具

备更核心的竞争地位，各种经济要素向强

极核、 强板块流动的趋势就会越发明显。

抓好天府新区建设，对于做大做强成都这

个极核，在成渝经济区的竞合发展中更好

地发挥辐射聚集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天府新区建设，是关系成都长远发

展的根本大计。当前，成都中心城区呈

现出人口资源高密度聚集、地理空间高

强度利用的发展特征，承载能力接近极

限，环境容量逼近阈值。实现成都的可

持续发展， 需要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更

宽裕的环境容量、 更良好的生态本底。

天府新区建设，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成

都广阔天地的大门。

天府新区建设， 是推动大成都经济

区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天府新区规

划涉及

7

个县（市、区），不仅贯通了成都市

域经济的三大圈层， 而且把成都市域经

济圈和泛成都经济圈紧密联系起来。

蓝图打开，规划出炉，建设推进，再

造一个产业成都，点燃了成都加快推进

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新引擎！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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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说，在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成都经济仍保持着

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GDP已位居全国

副省级城市第三位， 今年将超过万亿

元，说明这个区域发展潜力巨大。作为

家乡人，我为此骄傲和自豪，也对这座

城市充满感情。成都是万达集团战略布

局中的重要城市，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

资，全面深化双方在文化旅游、国际医

院、 电商云计算中心等方面战略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

市委副书记李昆学， 副市长苟正礼，

市政府资政黄平，市长助理、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主任毛志雄参加活动。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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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说，天府新区从提出

到设立的四年来，我们始终把集约发展、

内涵发展、 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贯穿规划建设全过程， 注重科学统筹和

整体谋划，注重当前与长远相统一，注重

人与自然相和谐。 我们不断根据国际国

内形势变化和四川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对天府新区发展思路、 目标任务进行优

化、调整。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着眼于实施

“三大发展战略”、推动“两个跨越”的

发展大局， 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作

为培育四川新兴增长极的重要抓手，要

求天府新区按照“一城六区”的空间布

局，打造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

集聚、宜居宜业的国际现代新城区，再造

一个产业成都， 将其培育成为成渝经济

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 近期国务院

批复意见再次明确， 要着力促进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

合，提升国际综合竞争能力；着力发展高

端产业，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努力把天府新区建

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

的国际化现代新区， 打造成为内陆开放

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

产业集聚区、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 推动我省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

越、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

魏宏还介绍了四川天府新区“近期快

速起步、重点突破，中期全面铺开、形成框

架，远期优化提升、持续发展”的三步走阶

段性目标、四大基本原则和五大建设任务。

他说，省委、省政府近期将理顺天府新区管

理体制，突出改革创新，修订完善规划，强化

政策支持，着力项目支撑，组织专题招商，推

动四川天府新区快速起步、重点突破。

副省长王宁、 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

部分外国驻川经济参赞和境内外70多家

媒体参加通报会。

又讯（成都日报记者）

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朱志宏也参加了通报会。

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黄新初赴万达集团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