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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27 日上午，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领导与老师同全院毕（结）业生拍摄毕业全家福，记录了

毕业季的不舍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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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 2019 届中外学生毕（结）业典

礼暨文艺汇演在一•二九礼堂顺利

举行。伴着《同济之歌》的激昂旋

律，毕（结）业典礼拉开序幕。同

济大学国家文化交流学院宗骞副院

长主持此次典礼。

 
首先，校留学生办公室林德龙

副主任代表学校向全体毕（结）业

生表示了祝贺，强调了中国与世界

对话、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

义，希望国际学生们在毕业后继续

通过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格局，实

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成为文化

交流的使者。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妍

教授从汉语学习、学院凝聚力、社

会实践三个方面，总结了本届毕

（结）业生在学院学习期间的成长

与成就，并送上对同学们未来长足

发展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福。 

刘淑妍教授、陈毅立副教授为

导师代表为毕业生们颁发毕业证书

并拨穗，全院师生共同见证这一神

圣时刻。校学生处徐迅副处长、校

留学生办公室林德龙副主任、刘淑

妍院长上台与本届优秀毕（结）业

生合影留念。校友总会郑晓蕾秘书

长为本届中外学生校友联络人颁发

了联络员证书。 

典礼上，还举行了同济大学国

际学生“感知同济”校歌翻译比赛

获奖证书颁发仪式，国际学生将校

歌歌词翻译成多语种版本，献歌母

校。来自中国、乌克兰、柬埔寨、

德国、肯尼亚的毕业生代表依次发

言，感谢同济大学提供了优秀的学

习平台，感恩老师们在学业和生活

上的指导，感激同学之间的关心和

守望相助。来自津巴布韦的往届预

科生代表帕斯卡同学为师弟师妹们

送上了未来发展的建议。教师代表

刘小艳老师、赵莹老师则表达了看

到同学们成才的欣慰之情，希望同

学们离开学院后不忘老师们平日的

教诲，有空常回家看看。 

典礼后，文艺汇演开始。能歌

善舞的国际学生们、中国老师、小

朋友们走上舞台，把精心排练的文

艺节目一一演绎。多元文化碰撞出

绚烂的火花，台上台下互动不断，

气氛热烈。校古琴研习基地的老师

们与三名国际学生合作，弹唱一曲

《阳关三叠》送别毕业生；本学期

太极班的国际学生们用一段陈式太

极拳表演展现中华武术风采；民办

打一的小朋友们献上口风琴表演；

赤道几内亚的国际学生们用独具一

格的舞蹈点燃现场气氛；通过一段

视频，硕士生感谢恩师们的包容和

教导，感动全场。随着进修 B1班合

唱的一首《朋友》，毕业典礼及文艺

汇演落下帷幕。祝愿同济校友遍地

开花，真挚的跨国友谊地久天长。 

（转自公众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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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翻译者必然是一个

杰出的双语能力者，不仅具有丰富

的词汇，句法，语法等语言本体知识

储备，也十分熟悉目的语的思维表

达方式，并且在长期的翻译积累中

领会到了近义词汇的微妙差异，能

够得心应手的精准选用。并且， 他

们翻译的作品大多都是朗朗上口的， 

不复杂， 不生涩，看起来简单容易

理解，读起来又感觉精妙而回味无

穷。 

我们这么执着于对翻译事业

精益求精， 实在是因为我们有太多

优秀的作品想要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经过漫长岁月洗涤却依旧闪耀

着光辉的文学著作是全人类的财富。

无论是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还是

意境悠远的唐诗宋词；无论是文辞

规整的古代文言，还是活泼奔放的

现代白话：这么多带给我们温暖与

感动的作品，值得我们为之呕心沥

血，把它们最淳朴本真的一面用不

同的语言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需要翻译， 来诠释我们引以为

傲的历史积淀，来解读每一种文化

的闪光点，来体会这个世界的多姿

多彩，来构建未来地球村的交相辉

映。 

--《浅谈英汉汉英翻译的一点

感想》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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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英语学习课程，遇见

一个好的老师和语伴及其重要。所

谓的好的老师指的是老师的综合素

养，如：有效地调动学习者学习的积

极性，运用各种方法指导学生学习。

在这里，我对新加坡理工大学吴英

成教授曾经给我们提到的一点颇有

感触。就是零起点的学生，沉浸式学

习不是好的学习方式。我的女儿在

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老师会下达一

些指令，但是她听不懂，我每次在旁

边给她简单翻译一下，我基本充当

了助教的角色。因此如果一个二语

教师能够有相应的学习者所在国语

言的基础学习，那么对于学习者在

初级阶段的学习是大有帮助的。由

于学习时间的随机性，每次预约的

老师都不一样，正是因为每次都接

触到了不一样的老师，因此也看到

了不同的老师的差异性。优秀的教

师身上自带光环，吸引你，带领你和

他一起学习。而有些老师则逊色很

多。 

--《对于线上语言教学的一点

思考--线上语言学习中教师能力对

学习效果的影响》龙天华 

┄┅┄┅┄┅┄┅┄┅┄┅┄┅┄┅┄┅┄┅┄┅┄┅┄ 
有关如何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

学的部分，之前一直认为一定需要

给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才叫差异化

教学，学习之后我发现原来是可以

通过布置相同的任务而针对不同的

学生对应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来产生

差异化教学，按照中等水平学生的

程度为起点对于进度较快或者较慢

的学生给予相对难度大数量多或者

难度小数量少的任务从而使得差异

化教学得以实现。同时在布置任务

的过程中，要使特殊任务不被全班

同学听到，只由老师悄悄地告诉对

应学生这一点也十分巧妙地保护到

了学生们的自尊心，很好地避免了

嫉妒等负面情绪的产生和影响。 

--《如何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

进行更好地教授》蔡智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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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是

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认为其中一

些可以进步的地方，例如应该发挥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

是要改良原先的教学法，优化课件，

增加体验感，更好地发挥 APP 平台

交互性特长，打造更能够吸引学生

注意力的精品 APP 式课程。 

目前，基于网络自发拍摄的语

言教学视频其实并不少见，通过多

媒体完成线上教学的实例在国内外

均有实现，比如沪江网校等等，甚至

现在许多大学的外语课程已经通过

慕课、知道等 APP 上传，学习者可

以通过观看自行学习。但这些课程

的编排依然是根据旧式的“教-学-

练”模式制作，尤其是视频教学，学

生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和教学者

的互动要通过留言等方式进行，而

网校的 APP 提供课后选择练习，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互动体验的功能，

但依然不能说是基于这个平台开发

相关课程，在教学法、交互性上，相

关平台依然有进步的空间 

--《有关语言教学与信息技术

的结合》郭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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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授是我最喜欢的教授之一，

他风趣幽默，有独特的思维角度，虽

然他是新加坡人，但是他对汉语的

热爱和认可超过了我们这些地地道

道的中国人。在讲座中，他从国际视

野分析了汉语的历史角色和前景，

“潜龙勿用，飞龙在天”把目前的中

国形式分析的非常透彻。吴教授的

“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蓝图让我

们兴奋不已，汉语国际教育的前途

不可估量。他还从经济学角度，提出

自己独特的汉语发展解读思路，把

3.0 诠释的非常到位，同时提倡借助

科技手段，在信息时代，拓宽汉语国

际教育的传播途径和改进汉语教学

方法，令人不得不佩服。虽然目前汉

语国际教育在部分国家还不受待见，

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

强大，汉语在地图上的板块会越来

越多，并越来越为大众所理解和热

爱。 

--《“语言，文化，教育专题讲

座”心得》叶智媛 

 

┄┅┄┅┄┅┄┅┄┅┄┅┄┅┄┅┄┅┄┅┄┅┄┅┄ 
本学期有幸聆听了“语言、文化、

教育专题系列讲座”，讲座涵盖了学

科性质、研究对象、中国文化、学科

辅助性技术运用、汉语本体、教学方

法、本学科的发展进程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在系列讲座中，

大咖云集，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

神食粮，这让我开拓了眼界，对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有了更加全面、更加

深刻的理解，也对本专业有了更加

清晰的定位。 

“学术资源的正确打开方式”，

给我们提供了便捷的学习工具；“翻

译是艺术创作还是语言技巧”，使我

们领略了翻译的魅力所在；“从中德

/中西人文交往的中国赤字看汉语

国际教育”让我们了解了德国人眼

中的中国；吴英成教授的系列讲座

更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同时在论

文撰写上，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和

指导等等。在“语言、文化、教育专

题系列讲座”中，诸位老师的倾囊相

授，让我们在专业的学习上受益良

多，拓宽了自己的眼界，提升了自己

的专业素养，深化了对本专业的认

知。 

--《新时代发展中的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 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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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十四号的特别课程上，

吴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老外如何教汉

语，将他好友顾百里的教学方法、教

材介绍给我们，为我们打开了汉语

教学的另一扇门：汉语教学中其实

可以把汉字和拼音分开教学。吴教

授从三本教材的比较入手，引出顾

百里的《Basic spoken Chinese》，

这是一本只有拼音没有汉字的教材，

这本教材的目标就是锁定初级水平

汉语学习者的听说技能，让他们在

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交际的目的。学

习者的汉语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学

习另一本《Basic written Chinese》，

在这一本教材中才会出现汉字。在

我的观念里，老师教汉语、学生学习

汉语，汉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吴教授的观点无疑是给我们打开了

一条新思路，教汉语、学汉语是可以

把汉字、拼音分开的，这种方法的效

果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方法差，甚至

在特定情况下，效果会更好。我们作

为汉语老师，我们的所有努力的目

标就是让学生能够用汉语进行交际，

喜欢汉语，喜欢中国，而吴教授的讲

座告诉我们，实现目标的方法不止

一种，跳出圈外看一看，眼界和心境

会更加开阔。 

-- 《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只一种》 

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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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我们

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汉语国

际教学的基础学科是语言学、文字

学，因此一个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

必须要有扎实的语言学、文字学基

础，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

字系统有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其次，

国际汉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的中华文

化和世界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的

民情风俗、历史发展、地理概况、各

类艺术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

模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宗教信

仰等，另外，在传授文化的同时，也

要具备文化对比意识、平等对话意

识、多元共存意识等文化意识，具备

跨文化教学观。三是外语水平，我们

的教学对象是外籍学生，为了充分

提高效率，外语是国际汉语教师的

一种必备技能。前面我们提到吴英

成教授的观点，更应该清楚具备较

高的外语水平，有利于对初级班的

教学。最后，我们还要具备一定的心

理学、教育学知识和一定的创新素

质，我们在国际汉语教学中会经常

遇到一些难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

理学、教育学知识，分析学生心理，

一定的创新意识，梳理正确的教育

观、师生观、人才观，才能在教学中

博采众长，充分发挥教学技能，及时

调整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更好地

进行汉语教学、弘扬中华文化。 

    --《博采众长，际会汉语国际

教育》刘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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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梦玲（2017 级汉硕生） 
 

2019 年 4 月 16 日赴任至今，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下设阿雷佐高中孔子课堂教

学。这所高中是阿雷佐最大的公立贵族高中，以艺术生

为主，有舞蹈专业、绘画专业、设计专业、理科专业等。

意大利高中的学制为五年，所以我的学生来自于五个年

级，高一到高五，六个完全不同的班，学生汉语水平也

不同，从零基础到中高级水平都有，他们选择中文作为

必修专业，但通过教学，我发现他们的口语水平没有读

写能力强。 

每周我的汉语教学课时量为 12 小时，文化教学和

行政工作量为 8 小时。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同，所以

备课量很大，教学方法也有很大区别。对于高一、高二

年级的学生，我的汉语课堂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主要

通过一些歌曲、视频、图片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对

于高三、高四、高五年级的学生，我会采用一些讨论活

动、辩论赛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 

为了让学生更轻松地学习汉字，我带着学生开展了

汉字体验活动。课上，我先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了汉字的

四种造字法，并以象形字为基础，播放了一段象形字的 

趣味视频，让学生进行象形字寻找游戏。然后通过图片 

 

 

 

 

 

 

 

 

 

 

 

 

 

 

 

 

 

的方式分别对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进行了教学，并 

教给学生偏旁部首“氵”、“口”、“讠”、“饣”、“扌”等 

的意义，一节课后同学们记住了很多汉字，还知道了一

些偏旁部首的意义。课后，我又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以

海报的形式呈现出来展示在教室里。 

在进行“环境保护”相关教学时，我指导学生开展

了“保护地球母亲”的讨论活动。通过分享全球环境现

状，讨论产生污染的原因，以及如何保护环境。学生们

认识到空气污染、水污染的危害，纷纷呼吁大家，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通过垃圾分类、节约用水、减少使用塑

料、步行、乘坐环保的交通工具等方式来保护我们的地

球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汉语水平，也

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意识。 

除了在孔子课堂的工作，孔院的一些重要活动也需

要参加，HSK 的监考工作、暑假班的教学、孔院日的准

备活动等等。 

 

 

 

 

 

 

 

 

 

 

 

 

 

 
 
 
 

“科创新体验、智行新农村” 
               ——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生“感知中国”活动顺利举办 

6 月 20 日、21 日，我院预科留学生“感知中国——科创新体验、智行新农村”活动顺利举行，共有

3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师生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上海崇明岛以及开能健康科技集团，感受

绿色上海、生态上海的建设情况。 

一路上，在导游的讲解下，大家了解了长江隧桥、崇明江海沙洲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态岛”的

规划建设。 

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崇明仙桥村。“雾散仙桥出，转角桃源入。来客无所赠，唯有长寿福。”竖新镇

仙桥村一直给人以环境如诗如画、村民热情淳朴的印象。在仙桥村的生态农场里，同学们参观了暖棚特  

色种植、土布工作室，并亲手制作了当地名品崇明糕，亲身体验到

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实地了解现代农业、生态农场是如何带动农

家乐和乡村民俗等产业的蓬勃发展情况。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的感知中国活动给他们带来

了很大的震撼，一是赞叹新农村建设之美，二是感慨中国制造业科

技水平之高。将来学成回国后，自己在中国学习的先进技术，中国

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理念，都将为帮助和改善自己国家

的社会生活面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时玥 供稿） 

我在意大利教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