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绒绣欧洲交流展在丹麦开幕

“中国日”走进“欧盟心脏”

“洋面孔”传播中国文化
新西兰中文周活动 9 月 23 日

至 28 日在新西兰多地举行。 活动

期间，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体验

中国美食、学习中国功夫、中国书

法工坊等多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吸

引众多当地民众参与。

28 日当天，来自惠灵顿中文学

校多个族裔的学生在梅西大学剧

院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的表

演，中国民族歌舞、中国功夫等节

目好戏连台，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

掌声。

新西兰中文周 2014 年开始举

行，是新西兰继毛利语言周、太平

洋岛国语言周后举办的又一个语

言周。 中文周慈善信托基金主席科

赫兰表示，今年的中文周是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活动超过 200

场。

据新西兰教育部统计，2018 年

新西兰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人数

近 7 万人，设置中文课程的中小学

达 450 所，中文成为小学生的首选

外语。 据新华网

新西兰举办中文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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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国驻欧盟使团在布

鲁塞尔舒曼广场举行“中国日”活

动， 吸引了大批观众。 欧洲理事

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

三大机构环绕的舒曼广场， 被称

为“欧盟的心脏”。 今年的“中国

日” 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 欧盟新一届领导机构产

生，别具意义，赢得了更多关注。

活动开始前就有许多观众前

来“踩点”，“光影黑盒”“互动工

坊”“特色展演”“人气美食” 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 为当地民众带来

沉浸式的中国体验。 从中午 12 时

到晚上 10 时，整场活动始终“爆

棚”。

“中国发展成就令人惊叹”

“中国日”系列活动以“中国

客厅”为核心，“中国客厅”外，两

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手舞足蹈欢

迎观众进场，中国元素扑面而来。

舒曼广场舞龙舞狮、 太极拳、气

功、腰鼓、秧歌表演，富有浓郁的

中国特色。

“中国客厅”内，木版水印、剪

纸、VR 眼镜、3D 打印、 美食美酒

……丰富多彩的活动， 可看、可

听、可触、可感，参与性、互动性

强， 给观众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文

化体验。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竹斋木版水印吸引了不少观

众，喷墨、盖纸、压印，一套流程下

来， 独具中国特色的版画从手中

产生，不少小观众大声赞叹，欧盟

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总司长维冈

也连连竖起大拇指。

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魏立

中近年来到过很多欧洲城市交流

访问，展示木版水印艺术，他感慨

地说：“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外国民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懂行’，这张《一团和气

图》 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和魅

力，不少观众都能理解。 ”

除了别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展

示，还有 3D 打印，见证创造变成

现实， 全息电影、VR 视频展示北

京、上海等城市风貌。 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现场

的大屏幕滚动播放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发展成就、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中国主题形象片、全民体育

和中欧体育交流、 第二届进博会

等视频和图片资料……如果不能

亲临现场， 还有网红博主在主要

直播网站进行现场直播， 中国建

设成就和现代科技带来的别样震

撼引得观众发出阵阵惊呼：“中国

发展成就令人惊叹。 ”

爱丽丝专门从鲁汶赶来参加

“中国日”活动，自大学期间到中

国交流之后， 她就对中国产生了

浓厚兴趣，关注中国的发展，追寻

中国的相关信息。 在“中国客厅”，

爱丽丝逐个排队体验，制木版画、

练习书法、品尝月饼、奶茶，用 VR

眼镜欣赏上海风光。 爱丽丝说：

“这么短的时间内领略到多样风

情，非常难忘，中国就像一盒五彩

缤纷的巧克力， 很难知道她有多

少种类， 为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点

赞！ ”

“共建 ‘一带一路为 ’欧中人

文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中国日”活动汇聚中欧民间

文化、艺术、体育达人，不一样的

是， 来自欧洲各界的人士越来越

多， 他们不仅是“中国日” 的观

众，还是中国文化的展示者和传

播者。 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既

有欧盟学校师生，也有科研人员

和医生，甚至还有比利时的官员

议员。

鼓锣声中， 出场的很多就是

“洋面孔”。 比利时健身气功协会

带来的太极拳表演颇具专业水

准， 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协会主

席皮埃尔是一名律师， 他的妻子

在巴黎学习过中医， 女儿在北京

体育大学求学， 这次母女俩担当

气功表演的主力， 皮埃尔忙着全

程录像。

皮埃尔介绍说，全家都是“中

国粉丝”，自己开设了一所气功学

校，每周练习学员超过 200 人。 提

起中国的气功和太极拳， 他满脸

兴奋， 向记者展示学员训练和表

演的照片与视频。 他还通过微信

和中国的太极拳爱好者保持交

流，切磋技艺。 皮埃尔爱好登山，

泰山、黄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

……中国很多名山大川都留下了

他的身影。

比利时作曲家、 利尔音乐学

院教授汗·弗林托普带着他的学

生们表演了“丝绸之路交响乐”，

这是他今年 6 月专门创作的一组

交响曲。 弗林托普以马可·波罗的

游历为主线，在音乐中融入了“丝

绸之路” 沿线国家不同风格的音

乐元素， 用音符讲述中欧文明互

鉴的故事。

弗林托普告诉记者：“欧中交

往需要马可·波罗的探索精神，人

民之间加强了解是欧中关系长远

发展的基础，共建‘一带一路’为

欧中人文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 不仅仅是欧中之间，沿线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都需要加强交

流。 音乐无国界，艺术就是连接我

们的好方式。 ”

本次“中国日”活动也是欧盟

“体育周”活动的一部分，比利时

国家足球训练中心青训负责人姆

彭萨和小学员来到现场， 展示了

足球技艺。 他说：“我从未到过中

国，十分向往，希望两国足球加强

交流， 我期待能够有机会访问中

国。 ”

“看好欧中发展前景”

欧盟“中国日”的火爆从一个

侧面展示了近年来中欧人文交流

和中欧关系发展。 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中国站

在新的发展起点， 欧盟产生新一

届领导机构， 人们对中欧关系的

发展充满期待。

阿纳德·梅勒梅斯特是比利

时 一 家 影 视 制 作 公 司 Dirty

Monitor 的国际项目经理， 他们团

队利用 3D 光雕和投影技术，展示

中国天坛的文化内涵，中国自然、

人文景观，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面

貌。 阿纳德介绍说， 这个影片不

仅讲述了天坛的历史、 构造和文

化内涵， 还通过光影技术展示中

国传统和现代人文风貌， 给观众

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 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 可以有非常多阐释的

角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

放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力增强，越

来越多的国际艺术家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内涵，

这对中国观众也是一个全新的体

验。

阿纳德说，近年来，欧中关系

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 公司在中

国的业务发展迅速， 在国家博物

馆、 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都能看到

他们公司制作的影片， 还有不少

城市邀请他们合作拍片。 阿纳德

主动谈起共建“一带一路”，认为

民心相通走向深入，“人们渴望更

加全面了解彼此， 文化交流的需

求增多， 给公司带来了更大发展

机遇，有了更广阔的的施展空间。

我看好欧中关系发展， 看好欧中

交流前景”。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

使表示，中欧作为两大文明，自古

以来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发展进步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要应对当今

世界层出不穷的挑战与风险，钥

匙往往就藏在我们的悠久历史与

传统文化中。 欧盟机构刚刚换届，

中方愿意与欧方一道携手努力，

将中欧关系推向“更快、更高、更

强”！

据人民网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国旗合

个影———记录‘一带一

路 ’上的爱国情 ”主题

活动 9 月 27 日和 28

日在尼日利亚、沙特阿

拉伯和俄罗斯举行。 当

地中资企业员工通过

与国旗合影、举行升国

旗仪式等活动，为祖国

送上真诚祝福。

据新华网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应哥本哈根

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上海绒秀欧

洲交流展”开幕式于近日在哥本哈

根皇家划船俱乐部举办。 该活动由

文化中心、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丹麦国

际交流文化协会和哥本哈根皇家

划船俱乐部联合举办。 开幕式由中

心主任张力主持，驻丹大使馆文化

参赞李鸿女士、上海工艺美术博物

馆董事史亮和副馆长陈毓其、丹麦

国际文化协会主席 Finn Andersen、

俱乐部主席 Niels Holmquist 等各

界嘉宾 100余人参加。

驻丹麦大使馆文化参赞李鸿

女士致辞：“在伟大祖国诞生 70 周

年之际，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窗口城市，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领

跑全国。我们今天通过该展览，也可

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新中国成立

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明年是

中丹建交 70周年，我们希望中丹文

化交流活动更加密切，推动中丹两

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

俱乐部主席 Niels Holmquist

也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哥本

哈根中国文化中心在我俱乐部举

办绒绣展，给我俱乐部成员和丹麦

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欣赏中西

结合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俱乐部的

荣幸。 我谨代表我俱乐部感谢中国

文化中心，欢迎贵中心在我俱乐部

举办更多的文化活动。 ”

现场共展出了《浦东新貌》、

《祈祷》、《板上油画》、《茶桌》 等 40

幅上海绒绣作品，有新时代城市风

貌的体现，也有人物生动形象的呈

现，更有传统油画的复刻。作品色彩

浓郁、富有层次，全方位展现了绒绣

作品的精美高雅、和谐生动。博物馆

解说员带领着宾客们观赏绒绣作

品，向他们展示了中西方文化艺术

相融合的独特魅力，以绒绣为媒介

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变化

与进步。

上海绒绣享有“东方油画”的

美誉，于 2011年列入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在交流展现场动静相

辅，讲学相成。 同时，现场还有绒绣

技艺的展示环节，由上海绒绣第三

代传人范淑君为大家现场演示绣

制绒绣，现场的宾客认真地观摩老

师那娴熟灵巧的针法上下翻飞。看

到老师如魔术师般把一块普通的

布瞬间变成精美的艺术品，宾客都

跃跃欲试，自告奋勇亲自尝试绣制

绒绣。

一位宾客看着精美的作品，对

工作人员说：“真是大饱眼福啊。 我

不仅领略了绒绣的魅力， 也更了解

了上海。上海是我早就想去的城市。

看了此次展览，我更想去了。 ”

据人民网

由中国国航和孟买大学孔子

学院联合组织的印中歌唱比赛 9

月 28 日在印度孟买举行， 活动吸

引了印中两国 60 多位选手参加。

从传统的印地语童谣到中文

经典歌曲《甜蜜蜜》，从颇具动感的

宝莱坞电影主题歌到流行的现当

代中国摇滚……持续了 3 个多小

时的比赛精彩纷呈。 参赛选手中既

有刚学中文的 3 岁孩童、青春洋溢

的印度大学生，也有常驻印度的中

资企业员工。 印度选手唱中文歌、

中国选手唱印地语歌的比赛方式

令人耳目一新，屡屡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孟买总领

事唐国才说，语言学习架起沟通的

桥梁，歌声和音乐没有国界，比赛

活动让参赛者更好地了解了彼此，

希望此类活动越来越多、 越办越

好。

据新华网

印中歌唱比赛

在印度孟买举行

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近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式成立。 这

是中国警方在全球设立的首个双

边警务合作中心，将有力提升两国

执法合作效率，提高共同打击跨国

犯罪水平。

今年 1 月，中柬两国领导人共

同确定 2019 年为中柬执法合作

年。 双方执法部门不断深化执法合

作，在打击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涉

黑涉恶犯罪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的成立

是推进中柬执法合作的又一重要

举措。 根据 9 月初柬警察总监内萨

文访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执

法部门将各选派数名工作人员和

警务专家进行联合办公。

据中方介绍，办公室将贯彻落

实中柬两国执法高层的重要共识，

严打电信诈骗、勒索绑架、经济犯

罪等，全力推进“平安西港”建设，

打造双边警务合作的样板范例。 柬

埔寨首相洪森近日签署政府令宣

布全面禁止网络赌博，办公室将把

握这一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流

合作，在已有打击成果基础上乘胜

追击，彻底清除盘踞在柬的非法网

络赌博团伙。

柬方表示，柬警察总署全力支

持执法合作办公室工作，十分欢迎

中国警务专家和技术人员来柬交

流合作，相信办公室不仅将有力推

动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

作， 也有利于增强柬执法能力、提

升柬治安水平。

据新华网

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

在金边正式成立

为期 5 天的第二十九届欧洲

呼吸学会年会 9 月 28 日在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开幕。 今年大会的主题

是“预防为主”，重点关注戒烟、改

善空气质量和接种疫苗等领域。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行业人士

等出席会议，并将围绕肺炎、哮喘

等呼吸道疾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

行交流和探讨。

大会还设立了中欧交流单元，

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

研究机构和医院的代表出席会议。

三位中国专家当天在这个单元分

别做了报告。 接种疫苗是目前重要

的预防手段，尤其是对患有慢性病

的老年人来说， 可以降低发病率，

即使患上肺炎也可减轻病情。

欧洲呼吸学会主席托比亚斯·

韦尔特等人在开幕式上呼吁，加强

国际合作，尽快让各国科学和教育

项目联网，以便更好地交流和共享

知识、经验，促进呼吸病学的发展。

据新华网

第二十九届欧洲呼吸学会

年会在马德里开幕

由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和日本

国际汉字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中

日青少年手写手绘明信片展 9 月

28 日在东京开幕， 展出 2400 张中

日青少年优秀作品。

从配有中文“欢迎来我家”的

日本神户市标志性建筑物群，到憨

态可掬的中国鼠年生肖形象，再到

由中日两国国旗、东京奥运会吉祥

物和中日双语“加油”构成的组图

……一张张出自中日青少年之手

的手绘明信片主题各异， 以水彩、

素描和卡通等手法，体现了两国青

少年丰富的想象力和真挚的情感。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近

藤昭一说， 日中关系非常重要，两

国青少年应该去亲眼看看对方国

家，亲身和对方接触。 通过今天这

样的交流，相信双方能够发现日中

不少共同之处。 当天，主办方还向

约 60 名优秀作品作者颁发了获奖

证书和纪念品。

此次展览所展示的作品由第

六届国际青少年手写手绘明信片

大赛征集所得。 该大赛始于 2014

年，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和日本日

中协会等主办，6 年间吸引中国、日

本、 美国和英国等 10 个国家的约

10 万名青少年参加， 投稿作品约

15 万张。 据新华网

中日青少年手写手绘

明信片展在东京开展

中泰两国大学签署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联合培养协议
近日，《中国上海大学与泰国

宋卡王子大学普吉校区联合培养

硕士生合作协议书》签署仪式在泰

国普吉举行。宋卡王子大学副校长

林朋博士出席签署仪式并与上海

大学校长代表阚怀未女士交换了

协议书。

目前，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繁

荣，泰国对本土汉语教师的需求尤

为迫切。为此上海大学和宋卡王子

大学融合各自的优势学科，以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和中国研究专业为

基础，采用“1+1”模式和双导师制，

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化基础、

熟练的跨文化汉语教学能力的国

际化专门人才。

本项目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由两校共同制定，相互承认部分科

目及学分，2020 年开始面向全球

招生。项目培养目标是培养泰国本

土汉语师资，提高泰国汉语教育与

教学水平。 项目培养特色在于“1+

1”与“双学位”，即学生在上海大学

成功完成第一学年学习后，第二学

年进入宋卡王子大学普吉校区学

习并完成学业论文，满足两校培养

方案要求的学生可申请获得上海

大学和宋卡王子大学的双硕士学

位。

林朋副校长致辞时说：“泰国

是一个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在中泰

交流往来频繁的今天，许多行业需

要大量汉语人才。汉硕联合培养课

程有助于加强泰南地区本土汉语

教师的培养，为中泰汉语师生提供

更多的汉语进修与学习机会。 ”

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杨文波在致辞中说道：

“汉硕‘1+1’双学位合作协议的签

署离不开中泰两方的竭诚努力。两

大高校今天所达成的合作成果将

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华诞最好的生日礼物，也将是中

泰友谊的最好见证。 ”

上海大学与宋卡王子大学的

合作始于 2003 年， 双方以宋卡王

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为合作和交

流平台，在中文教育、中国研究和

商务英语等领域精诚合作，共同培

养了四百余名泰国学生，不仅为政

府部门、教育机构、旅游行业、国际

医疗等领域输送了高质量汉语人

才， 也给两校深入合作夯实了基

础。

本项目也是上海大学加强“一

带一路” 沿线教育合作的又一案

例，将人才培养特色与地区发展的

实际需求相结合，也是上海大学贯

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

重要举措，为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

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提

供实践平台。

普吉孔子学院作为中泰交流

沟通的平台和桥梁， 也将继续为

中泰高校牵线搭桥， 促进双方教

育交流与合作， 为中泰教育贡献

力量。

据人民网

“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9 月 28

日参观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

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时说。

香山革命纪念地于 9 月 13 日

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俄罗斯驻华

使馆是首个来到这里集体参观的

外国驻华使馆。

杰尼索夫参观了毛泽东同志

当年办公居住的双清别墅和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的办

公居住地来青轩，并观看了香山革

命纪念馆内的《为新中国奠基———

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览。

“70 年来， 中俄关系的发展经

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如今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我们还应该

向前看，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

一些。 21 世纪面临很多挑战，我们

两国都要不忘初心，集中力量克服

这些挑战。 ”他说。 据新华网

俄罗斯驻华大使

参观香山革命纪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