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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成都
“成都本身拥有古老的历

史和文化，2300多年城名未
改、城址未更，同时它又是南
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与
世界紧密相连的纽带。孔子学
院也是将古老的中国文化带
去世界，两者气质契合。”

孔子与“一带一路”
“孔子学院在‘一带一

路’沿线54个国家和地区设
立了153所孔子学院和149个
中小学孔子课堂，为‘一带一
路’国家和企业培养的人才
越来越多。我们为中国与沿
线国家各领域合作牵线搭
桥、提供服务。”

成都的精神气质与孔子学院一致
成都商报专访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副主任马箭飞

12月2日下午，在“成都·蓬
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
年展”东郊记忆主展场，艺术家
熊文韵主持呈现了一场儿童工
作坊——“京剧猫”。推出本次
工作坊的灵感来源于参展艺术
家埃莫·德·麦德罗斯的作品，
活动中，小朋友运用各种无纺
布、硬纸板和彩色纸，发挥想象
力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京剧猫”
面具。

卡莱塔这种表演形式诞生
于19世纪，由非裔巴西人带回
家乡维达，是一种混杂了巴西
嘉年华、美国万圣节以及当地
面具传统的跨文化舞蹈。在录
像中，非洲面具被换成京剧脸
谱和流行文化形象，一场多文
化的融合被欢快地演绎着，并
以丰富层次的方式来讨论全球
化和文化交流等。

“我们从脸谱中延伸出一
些创意，为给小朋友带来启示，
我用绘本作家熊亮《京剧猫》中
的故事做引导。”熊文韵说。在
启蒙时期，儿童的学习就是从
听、说、讲、想到动手，本次工作
坊从儿童启蒙的角度，围绕“动
手”这一环节进行。熊文韵还表
示：“大部分人对传统剧目都是
生疏的，但给京剧脸谱赋予猫
的形象后，两者距离就能被拉
近，人们对其就能产生一种更
加亲切的认识。”

活动当天到场小朋友的年
纪普遍偏小，家长也参与了进
来。据了解，这个环节的设置是
熊文韵的“别有用心”——成人
在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考虑做
得“像”、做得“好看”，但儿童不
是，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创
作。这样的互动拉近了家长与
孩子心灵距离，家长也能更了
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小孩子从
来不会完全按照大人的意图去
创作，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要
尊重他们的想法。”熊文韵想通
过这次工作坊让家长和孩子打
破某种局限，让孩子们做出属
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地
感受到孩子的另类想法到底能
带给我多少惊喜。看到熊老师
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脸谱上的
花纹，让我有很大触动。今后在
家辅助孩子创作时，我会更加
注意对他在细节观察上进行启
发。”一位爸爸手里拿着小朋友
的“大作”满意地说。另外一位
妈妈也表示：“原来除了画笔之
外，还有那么多材料可以让宝
贝在家发挥创意！”

在“成都·蓬皮杜：‘全球都
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上，艺术
家对全球共生中出现的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涉及社会、生
态、道德、心理等不同方面。而
无论从策展、布展还是内容上
看，这都是一次具有国际水准
的艺术盛宴。熊文韵对本届双
年展还提出了一些思考，“我们
应该怎么对待环境、对待资源？
这次展览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熊文韵还把她的想法运用到了
实践里，“活动中，我一直提醒
小朋友，剪下来的边边角角能
否再次利用到作品中？引导孩
子们关注环保与废物利用。”其
实，这种环保意识下的反向创
意，又何尝不会给小朋友带来
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呢？这种形
式有助于儿童通过观看展览和
体验展览中的互动环节，建立
起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以及对
可持续性的理解。

在本次工作坊活动中，艺
术家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动手能
力和创新意识，同时也引发市
民对环保等一系列问题的关
注，这种活动方式也将在本届
双年展上持续发声，让更多创
意和智慧得到延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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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在11月1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
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商汤科技
CEO汤晓鸥便是10位企业家之一。此
前的9月20日，科技部正式宣布，依托
商汤集团建设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商汤集团成为
继阿里云公司、百度公司、腾讯公司、
科大讯飞公司之后的第五大国家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12月4日，成都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商汤”）在天府新区新
经济产业园举行公司落成揭牌仪式。

“商汤科技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天府新区
一起筑就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共同打造
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城市样本。”商汤
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徐立称。

据悉，商汤未来创新中心暨“一带
一路”总部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7亿元，

是落户天府新区新经济核心发展区
——“独角兽岛”的首个“独角兽”企业
项目。

该项目建设商汤未来创新中心、面
向泛欧泛亚的“一带一路”总部、人工智
能算法研究院、深度学习超算中心、人
工智能高校联合实验室、人工智能创新
产业园等，布局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
构筑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培养人工智
能高端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等。

据徐立介绍，在业务方面，成都商
汤已涵盖智慧城市、智能硬件、交通、地
产、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范围辐射四
川、云南、陕西、贵州等多个省市自治
区。此外，成都商汤也在四川积极布局、
战略投资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未来公司希望带动更多企业入川发展，
带动四川人工智能生态良性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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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丹尼
斯·德勒汉蒂以《抱朴子·博喻》中的
一句话为引，勾出自己接触孔子学
院、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的故事。丹
尼斯中文名戴担义，是来自美国乔治
梅森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老”学生。

戴担义从少年时期起就对外国
文化、语言充满兴趣。在他成长的过
程中，他学会了阅读法语报纸。高中
时，他开始学习俄语，后来又学习了
西语。进入大学后，他又学习了多种

语言。1983年，戴担义第一次来到他
心目中神秘的国度——中国，在上
海外语学院（今天的上海外国语大
学）进行了短期学习，从此对中国文
化着迷起来。他的女儿卡门也是个
中国迷。她大学选择学习中文，通过
梅森孔院的奖学金来北京学习，
2011年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到2015
年。“我女儿真的不是受我影响才选
择学习中文的，我们一家都跟中国
存在奇妙的缘分”，戴担义说到。

康可米是卡米拉·卡特的中文
名，她今年12岁，来自美国圣地亚哥
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这次和美国孔
子学院的校友们一起来中国体验并
参加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

康可米成长的环境使她特别重
视学习语言：她的爸爸和妈妈虽然都
是聋人，但从小就培养康可米学习各
种语言，也因此，她很早就会运用多
种语言和家人进行沟通，父母分别与
她进行西语手语和美语手语沟通，她

和祖母朱迪则用英文沟通，而在墨西
哥洛斯莫奇斯市，她与外祖父母则只
用西语。她说：“我是幸运的，因为从
小爸爸妈妈就鼓励我学习各种语言，
如英语、西班牙语、英文手语等；我是
幸运的，因为有了孔子学院，我也能
开始学习中文和中文手语。孔子学院
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
庭里不断成长，能认识新朋友，学到
新知识。”在孔子学院的帮助下，康可
米得以实现学习多种语言的梦想。

4日，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成都召开，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齐聚成都，共话汉语海
外教学和文化交流。孔子学院大会为何选择成都？今年大会有何亮点？未来孔子学院将如何转型升级？记者采访了国家汉办党委书记、
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

问题一：一年一度的孔子学院
大会是孔子学院的盛会，被誉为教
育“达沃斯”，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
会为什么选择在成都举行？

马箭飞：首先是成都文化的特
殊性。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部分，无论
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对此慕名已
久。因此当理事会提出在成都举办第
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的时候，这一提
议得到了理事会的一致认可。

另外一个原因是成都这座城
市的精神气质与孔子学院是一致
的。成都本身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文
化，2300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更，
同时它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纽带。孔
子学院也是将古老的中国文化带
去世界，两者气质契合。从我的工
作角度来看，成都的汉语国际教育
工作历史悠久，基础也很好，目前
四川有7所高校建了12所孔子学
院，遍及五大洲。在这里举办孔子
学院大会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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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今年的孔子学院大会
有哪些亮点？

马箭飞：孔子学院大会走到第
十三届，今年是以“改革创新”为主
题，这也意味着孔子学院在新时期
面临新形势，有新目标新举措。

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务实。
大会以问题为导向，会前收集了各
国孔子学院的想法和需求，第一次
在大会上设立工作坊，梳理了20个
主题，来解决孔子学院最急切、最影
响事业发展的一些难题。

这次大会的创新既体现在会议
的形式又体现在内容上。比如今年
新增了一些主题，包括中外大学在
学术上的交流，汉语＋职业技能上
的交流。今年还邀请了众多的企业
和中外组织，首次启动孔子学院合
作伙伴计划，为孔子学院各方面的
合作伙伴搭建平台，孔子学院不仅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年1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一起讨论未来
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充分彰显孔子
学院的包容性和国际化。

成都·蓬皮杜
制作京剧猫面具
放飞小朋友心灵

问题三：孔子学院是如何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

马箭飞：孔子学院在“一带一
路”沿线5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53
所孔子学院和149个中小学孔子课
堂，为“一带一路”国家和企业培养
的人才越来越多。

我们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各领域
合作牵线搭桥、提供服务。如，泰国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创办高铁汉语培
训项目；乌克兰孔子学院为乌航培
训本土员工；白俄罗斯孔子学院为
入驻中白工业园区的中资企业输送
汉语人才等。

同时，我们立足大学，面向社
区，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
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从“零
起点”到高端翻译、学术研究，以
及商务汉语、旅游汉语等系列汉
语教学体系，培养培训各类学员
204万人，组织各类汉语水平考试
1500万人次，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了大批精通汉语、了解中国
的人才。

问题四：孔子学院目前面临的挑
战有哪些？未来会如何转型升级？

马箭飞：孔子学院现在的确面临
挑战，由于发展得很快，我们还存在体
制不够完善、管理粗犷等问题。

比如说，孔子学院在力量建设上
还远远不够，派出的人员数量不足、
质量不够高。当然，我们派出的大部
分教师都是具有奉献精神和专业技
能的，但非英语语种的教师数量仍有
很大缺口。海外汉语教师考察的是多
向复合的能力，不仅要符合汉语教学
和文化教学，还要符合专业教学和管
理能力，更要了解国外的国情习俗和
跨文化交流……众多因素使得这个
岗位选人比较紧。当前我们的海外
汉教还没有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队
伍，主要是从高校抽调教师，下一步
我们要建立一支更专业的队伍。

在教学内容上孔子学院还不够
有时代感，对低龄化的中文学习者教
学资源还不够。如何提高趣味性、降
低汉语教学的难度、让他们更愉快地
投入汉语学习中，我们也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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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岛”迎来第一头“独角兽”
成都商汤在天府新区新经济产业园举行公司落成揭牌仪式

美国学霸中国痴
父女两代皆结缘

学院如同大家庭
多国语言都能学

康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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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支持、引导交通运输领域民营经济
发展，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成都市
交委深化“放管服”改革，近日出台了简化道路
运输事项审批程序的有关措施，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交通运输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4日从成都市交委
获悉，为压缩审批时间，市交委再造审批流程、

精简审批环节、严控审批时限。道路旅客运输经
营许可、客运线路许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等行
政许可事项审批时间，由法定20个工作日压缩
50%，至10个工作日；道路运输其他权力事项一
律即时办结。在减证便民方面，取消了道路客运
班线（包车）经营许可证明年度换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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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国际班列始发地和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青白江铁路港）片区所在地，青白江
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纽带、国际物流
集散、国际产能合作、国际贸易协同发展的开放
型经济高地。”记者昨日从青白江区获悉，该区
将坚决贯彻全省、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精神，抓好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实，依托“蓉欧

枢纽”搭建的国际国内大通道，完善支持和保障
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服务和引导机制，并
探索建立对外投资基金，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
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创新合作方式，在全球布局
上下游产业链，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生
态圈，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陈军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市交委：简化道路运输事项审批程序 审批时间压缩一半

青白江：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实习生 曾那迦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