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华文教育2020 年 5月 1日

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多年来，“联合国中文日”

已成为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

个窗口。今年 4月 19 日是第十

一个“联合国中文日”，受疫情

影响，世界各地孔院、中文学习

者和爱好者、国际中文教育从

业者等，用特殊的方式来庆祝

“中文日”。

2010 年，联合国新闻部宣

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倡导并

促进 6 种官方语言 (汉语、英

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

拉伯语) 在联合国的平等使

用。其中，“中文日”定在中国

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以

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

字的贡献。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

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哈佛大学大一学生洪明

伟(Maxwell David Horne)为第

十一个“联合国中文日”录制的

寄语视频中，朗诵起了李白的

《送友人》。“面对在全世界蔓延

的新冠肺炎疫情，文化和艺术

总能给我们最需要的安慰。”洪

明伟如是解释自己朗诵这首诗

的缘由。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立说，“谷

雨”之际“雨生百谷”，正适合播

种汉语之芽。“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我们孔院不少学生录制视

频来表达他们对中文的热爱、

对世界的祝福。通过视频，他们

希望带大家走进绚丽多彩的中

文世界。”

为了庆祝“联合国中文

日”，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

学院在线举办“汉语桥”中文比

赛大学组初赛。“比赛选手是孔

院海选出的 9 名学生，选手木

兰以扎实的文化知识赢得了现

场评委们的认可；森明的吉他

伴唱《你，好不好》圈粉无数；迈

克尔表演太极拳，动作行云流

水……”说起比赛选手，拉各斯

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永静

打开了话匣子。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

学院在“中文日”这天，给学生

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让

他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汉字。

“看到学生们交来的作业，我既

惊喜又很感动。惊喜的是他们

完全是在用汉字进行漫画创

作，感动的是有的学生借汉字

表达疫情防控期间的中埃情

谊，有的学生表达对中文课堂

和同学的思念……”苏伊士运

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朱延

婷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沟

通的桥梁。随着世界了解中国

的需求高涨以及中文和就业前

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文热

在世界各地持续升温。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俄专家：

俄罗斯专家认为，中文在

全球越来越受欢迎与中国的经

济成就和中国文化的魅力有

关。

4 月 20 日是联合国中文

日。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阿尔乔姆·丹科

夫说：“中文的魅力与中国的

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提供的奖

学金项目数量增加有关。中小

学生对中文的兴趣增长尤为

显著。2019 年起，中文被纳入

俄罗斯全国统考的外语科

目。”

乌拉尔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副院长克谢尼娅·洛佐夫斯卡

娅补充说：“不少人被博大精

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武

术、茶艺、中医。我们有的毕业

生在医疗领域工作，为医生当

翻译，陪同医疗游客前往中国

治疗。对中国现代文化、电影、

导演、乐队、文学的兴趣也在

增加。”

俄远东联邦大学负责国际

关系事务的副校长叶夫根尼·

弗拉索夫说，该校孔子学院的

学生人数在以每年 10%至 20%

的速度增长，目前在校生人数

为 1000 人。

弗拉索夫说：“学习中文的

重要性日益增长，中文对我们

的重要性已经不次于英文。得

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以

及不断增加的中文网络资源，

掌握中文有助于生意成功。”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

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亚纳·古泽伊对弗拉索夫的看

法表示认同。她表示，掌握中文

的人总能找到好工作。

古泽伊说：“现在中文已经

不像几年前那样，不是只有寥

寥可数的爱好者才去学习的偏

门语言了。有非常多的高校和

语言学校开设了中文方向。”

她指出：“圣彼得堡彼得大

帝理工大学学生对中文的兴

趣也在增加。这从中国语言文

化口语俱乐部不断增加的参

加人数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

和中国学生都在参与俱乐部

工作，俄罗斯学生用中文为自

己的项目申辩，中国学生则用

俄文。”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为做好 2020 年普通高考“三

侨生”升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出具

及审核工作，根据福建省侨办、福

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三侨生”

升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出具及审核

工作的通知》，请考生及家长注意

做好办理材料的准备工作。

一、办理对象：

本市户籍的归侨、归侨子女、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二、办理单位：厦门市侨办

三、办理时间：4 月 27 日 -

5月 26 日（法定工作日）。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四、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一）办理地址：厦门市白鹭

洲路 16 号团结大厦 4 楼 408 会

议室提交材料先预审，预审通过

再到侨政综合处 418 进行核准。

（ 二 ） 咨 询 电 话 ：

0592-2856138/2856139

五、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申请人请务必做

好个人防护，佩戴好口罩，出示健

康码和身份证。

六、申请材料

拟申办“三侨生”升学照顾身

份证明书的考生，可到福建省网

上办事大厅厦门分厅或中共厦门

市委统战部网站上下载《福建省

“三侨生”升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审

核表》，如实填写并由考生本人在

“诚信承诺”栏内签字后，在规定

的时间内携带以下相关的有效证

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市侨

办办理。

归侨: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照

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一式 2份；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三）考生本人《华侨来闽（回

国）定居证》复印件 1份或交验县

级以上（含县级）政府侨务部门办

理的归侨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复

印件 1份。

归侨子女：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

照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一式 2

份；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三）归侨身份认定交验以下

材料之一：

1、考生父（母）《华侨来闽（回

国）定居证》复印件 1份或交验县

级以上（含县级）政府侨务部门办

理的归侨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复

印件 1份。

2、考生父（母）有关归侨身份

记载的档案复印件 1份和单位对

其归侨身份所出具的证明原件 1

份（在省直机关、大专院校、中央

驻闽机构工作的，由单位人事部

门出具证明；在设区市单位工作

的由其主管部门出具证明；在县

一级单位工作的由其人事主管部

门出具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其

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和派出所出具证明）。

3、考生父（母）户籍所在地侨

务部门落实侨务政策资料中认定

记载其为归侨的内容（加盖公章）

原件 1份(可由侨务部门内部查档

实现，申请人无需提供该材料)。

4、因历史原因没有《华侨来

闽（回国）定居证》的，交验考生父

（母）国外出生证、定居证或回国

护照等的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各 1

份。

（四）交验考生与父（母）关系

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户

籍证明或父母子女关系公证书）。

若同归侨具有 7 年以上抚养关

系，且申请认定“三侨生”身份时

仍保持抚养关系，可确认归侨子

女身份。抚养关系的确立凭民政

部门的批准文件，交验批准文件

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照

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一式 2份；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三）考生父（母）已取得住在

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并已在

住在国连续居留 2 年，提交 2 年

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或连

续 5 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

月的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1 份；未

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的，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年以

上（含 5 年）合法居留资格，提交

5 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月

的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1份；

（四）交验考生与父（母）关系

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户

籍证明或父母子女关系公证书）。

若同华侨具有 7 年以上抚养关

系，且申请认定“三侨生”身份时

仍保持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可

确认华侨在国内的子女身份（凭

民政部门的批准文件），交验批准

文件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

（五）华侨身份认定还需交验

以下材料之一：

1、交验考生父（母）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其他有

效中国旅行证件原件并提供复印

件 1 份、考生父（母）所在国政府

颁发的定居证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以上居留证件均需驻外使领

馆的中文认证并提交认证书原件

1 份，无法提供认证的，以国内公

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代替并提交公

证书原件 1份）。

2、提供考生父（母）所在国政

府颁发的定居证复印件 1 份、有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其

他有效中国旅行证件复印件 1

份、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其定居

证的中文认证原件 1份。

3、定居在尚未与我国建交国

家的华侨应提供驻在国居留公

证，并先由同我国和华侨定居国

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

领馆办理认证，再到我国驻第三

国的使领馆办理认证。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7 日

埃及孔子学院开设

“防疫小课堂”
3 月 1日，苏伊士运河大学孔

子学院开设的“小课堂”首次开

讲，获得热烈反响。为应对疫情，

埃及全国中小学和高等院校 3 月

15 日起开始停课，“小课堂”于是

转为线上教学。

1个多月来，孔院老师通过“小

课堂”为学生们仔细讲解新冠病毒

传播途径、个人防护措施等内容，

并从社区管理、物资运转调配、专

门医院建设等多方面介绍中国抗

疫举措。同学们认真记录笔记，就

感兴趣的内容与老师深入交流。

“‘小课堂’帮我们及早建立

起防范意识，从而更有效地保护

自己和家人。”埃及苏伊士运河大

学中文系大三学生艾丽说，通过

学习，“勤洗手、少出门、戴口罩”

等观念已深入同学们心中。

大二学生维罗妮卡根据“小

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制作了相关

视频发布到网上，提醒埃及民众

注意防护。还有不少学生通过绘

制宣传画、翻译疫情相关文章、在

社交媒体发文等方式，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传递抗疫信心。

大四学生哈迪尔曾在华中师

范大学交换学习。“中国为抗击疫

情付出了巨大努力，疫情防控取

得了显著成效。”哈迪尔表示，中

国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抗疫经

验，并且在国际合作中积极分享。

“通过团结合作，埃及和中国一定

能携手战胜疫情。”

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朱廷婷表示，通过“小课

堂”，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国面对疫

情时众志成城的精神，也在了解中

国抗疫成功经验后，坚定了共同战

疫的信心。 （据《人民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