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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都市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   2009年11月6日

2009年11月6日鲁尔都市孔子学院正
式揭牌。约250位嘉宾出席了在杜伊斯堡德
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现代环境中心举行的开
幕仪式。杜伊斯堡的姐妹城市武汉和武汉
大学作为合作伙伴专派代表团前来参加揭
牌仪式。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到场致辞
并作了关于《中国和中德关系60周年》的
专题报告，引人注目。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理事会会长米夏埃
尔	• 罗根多夫教授首先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
示欢迎，然后介绍了孔院在经过长时间的
努力和准备之后，最终揭牌的情况。随后
致辞的有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清泉教授和杜
伊斯堡－埃森大学副校长弗兰茨	• 波斯巴赫
教授。波斯巴赫教授在发言中说，孔子学
院的建立对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区域经
济具有很大的意义。“德国大学生、对中
国感兴趣者、工业和经济人士可以在这里
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李清泉教授也
谈到：“作为中德语言和文化沟通的桥

梁，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服务范围将不局限于一个城
市，还辐射到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区——鲁尔工业区，
除向德国人教授汉语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外，还提供

经济合作方面的咨询。我相信，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在
杜伊斯堡的落户，将是这一地区的民众了解中华文明
和中国人民的一个窗口。她将为鲁尔工业区民众学习
中文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武汉大学与杜伊斯堡-埃
森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武汉市与杜伊斯堡市
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促进中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
友谊以及深化两国双边合作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后，杜伊斯堡市市长阿道夫		• 邵兰德也向客人
们表示欢迎，他说：“我认为在几乎所有各类机构行
将关闭的时候，孔子学院的开张是一个小小的奇
迹。”他接着说，孔子学院的成立在杜伊斯堡现有基
础设施建设中将进一步得到认同和理解。将进一步丰
富最早的中德友好城际间各种经济业务联系和大学东
亚研究所与中国大学间的沟通与交流。他还感谢中国
大使吴红波公开赞赏把杜伊斯堡作为德中友谊的中
心，他说：“我们的城市今后将会一如既往		• 	而现在
正通过这个新机构的成立得到支持和启发。它将结合
这个区位的特殊潜能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开放。”

揭牌仪式的高潮是在杜伊斯堡市金薄中签字，
这是该市重要记事的典薄，表明孔子学院的成立从开
始就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
义。

驻德大使吴红波作关于	
德中关系的演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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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伊斯堡市政厅接待中国客人

杜伊斯堡交响乐团演奏庆贺

250多中德来宾参加孔院揭幕仪式

市长邵兰德和德国联邦议员约翰内斯	• 福鲁	
格在杜伊斯堡欢迎中国大使吴红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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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宽华教授在杜伊斯堡市金薄上签名

海贝勒教授作关于《德中文化异同》的演讲报告	

罗根多夫教授致欢迎辞

陶伯教授向媒体阐述新孔院的任务揭牌仪式在音乐声中落幕

2009/2010 年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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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德方院长托马斯	• 海贝勒教授和马库
斯	• 陶伯教授也先后发言，向来宾简要介绍了德中两
国文化的异同和中国经济发展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意
义。在展望孔子学院未来的工作时，他说:“鲁尔都
市孔子学院把文化、政治与经济理解为是一个统一
体，将致力于开展各方面的文化交流活动，既可以促
进相互理解，又可以消除我们对现代中国的偏见与误
解。”

揭牌仪式在盛典音乐演奏中接近尾声。专业乐
队演奏的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丝绸之路二重奏，与
木琴、打击乐、古筝相结合，演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
歌曲给来宾展示的是一座宏伟的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桥
梁。

媒体新闻关于孔院揭牌报道
武汉大学副校长	
李清泉教授致辞

博斯巴赫副校长代表杜	
伊斯堡－埃森大学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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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年和春节晚会   |   2010年2月13日

中国春节也被称为新年，在中国农历中，它标
志着新一年的开始。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就像圣诞节
对于德国人的意义一样。（在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
中国人总是和家人以及亲密的好友们一起欢度这个节
日。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中国学生会、民办
大学国际中心以及杜伊斯堡大学生服务处合作，于

2010年2月13日举办了中国新年春节联欢会，地点选
在杜伊斯堡内港。联欢会邀请了许多在杜伊斯堡留学
的中国学生以及很多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杜伊斯堡市
民。来宾总数超过了200人。

当晚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德国来宾可以在简
单的口语课程中感受一下汉语、有中国传统的家常菜
以及中国啤酒。来宾还可以到棋牌室下棋或者打麻
将，对于初学者还有简单的象棋课程。来宾们也可以
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录像或者观看刚
刚获奖的一部讲述中国人生活的纪录片。让中国学生
特别感兴趣的是卡拉OK，尤其是大家可以在现场伴
奏的情况下唱起时下最流行的歌曲。而对很多德国来
宾来说，特别吸引人的则是看着自己的姓名是如何用
中文书写的。

活动开幕时的音乐，包括中国的传统乐器演奏
都获得了一致好评。

这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欢聚团圆的
夜晚，对于德国朋友来说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极好
机会。孔院院长许宽华教授说：“2010年是虎年，代
表着勇气、力量和活力。虽然现在外面是大雪纷飞，
但是在这里春天已经开始。”

欢乐的卡拉OK

汉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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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    |   2010年3月28日至4月1日

3月28日，世界最大的模拟联合国
会议在纽约开幕，每年都有约6000名世
界各地的大学生到纽约来参加这场会
议。学生们可以有机会扮演各国的外交
官，代表各国就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进
行小组讨论并参加大会辩论。这些活动
使得学生们能够对联合国的工作形式加
深理解。纽约模拟联合国大会由美国大
学联盟举办，并由联合国大力赞助。每
个大学生代表团代表一个国家，并以该
国的官方身份出席会议，事先他们将会
得到一份关于所代表国家在大会期间所
要讨论的议题，在会议之后还要提交一
份会议纪要。语言能力、英语沟通技巧
以及充足的知识储备都是能在大会上赢
得辩论的前提要求。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波鸿大学联
合代表团在2010年纽约模拟联合国大会

上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代表团成员有杜伊斯堡－埃
森大学政治学院、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学院以及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鲁尔－波
鸿大学、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和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为
代表团提供了赞助。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代表团成员	
拜访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先生

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与代表团	
成员座谈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纽约联合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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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代表中国发言实在是一个特
别的挑战，因为中国是对大会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参加此次会议之前，代表团
的三十一名团员们首先接受了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Dipl .-Pol .	 Dieter	 Reinhardt先生的培训，对联合国的
运作加深了了解。代表团准备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在柏林拜访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先生，在
纽约和中国代表团会面，就中国的对外政策交流意
见。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安雅	• 森茨博士也对大学生
代表团成员们进行了宝贵的指导。

在准备过程中，团员们最有感触的是2010年3月5
日与吴红波大使的会面。吴大使拿出了一整个下午的
宝贵时间与团员们交流，热情回答了团员们提出的所
有问题并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涉及到的内容
包括核武器、环境保护、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千年发
展目标以及儿童权利问题等等。在结束了与大使先生
的会见之后，同学们在轻松的气氛下与其他外交官们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纽约模拟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表现非常出
色，他们一口气拿到了两个奖项。颁奖典礼在联合国
的主建筑——联合国会议大厅举行。对学生来说，模
拟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他们能了解外交

谈判是如何进行的，能体会到建立
联盟的必要性和技巧以及现在国际
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议题是什么。

“中国大使馆为此次活动提供
了非常巨大的帮助，访问大使馆和
大使先生是同学们的一次重要体
验。”	安雅	• 森茨博士总结道。

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席位标识

代表团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入座中国席代表中国外交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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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杜伊斯堡摄影大赛    |   2010年3月1日至4月10日

杜伊斯堡和武汉自1982年以来就是一对姐妹城
市，这是中德之间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2010年春
际，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这两个城市的
摄影大赛。

摄影的目标是，参与者找到这两座城市间最相
近的地方，最有创意的作品将获得大奖。大赛引起了
许多中德摄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他们提交了

许多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找到了许多有趣的发
现。最终，颁奖典礼于4月举办。颁奖典礼上，办公
室主任安雅	• 森茨博士致词并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中
方院长许宽华教授向获奖者颁发了奖品和证书。获得
一等奖的是张振东，二等奖获得者是Sina	Franke，三
等奖的获得者是范培凯和赵润田。所有杜伊斯堡的作
品都找到了于武汉相似的地点。

对中国境内参赛获奖者的颁奖仪式在武汉大学
举行。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Jan	Helmerdig，向获奖者
颁发了奖品和证书。武汉赛区三等奖的获得者是武汉
大学的学生王启武，获得第二名的是梅涛，他是武汉
摄影协会的会员，在拿到第二名的时候他表示十分激

杜伊斯堡赛区获奖者（从左至右）范培凯、	
张振东、S .	Franke、赵润田

武汉赛区获奖者集体照（从左至右）J .	Helmerdig,	于文斌、	
定光国、梅涛、王天祺、姚丽圆、周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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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虽然没有获得第一名，但是这也没有什
么。”他说：“重要的是美丽的武汉能通过我的作品
被更多的人所知晓”。获得第一名的是定光国，他在
接受颁奖的时候激动地说：“我也给你们带来了礼

物。”	 摄影学会副会长于文斌也写了一幅书法，在
这幅“德中同行，友谊长青”的书法间凝聚着浓浓的
中德友谊。现在这幅书法已经被悬挂在杜伊斯堡大学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显眼位置。

武汉黄鹤楼照 杜伊斯堡Wedau体育学校	杜伊斯堡萨尔瓦多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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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音乐会    |   2010年4月23日

2010年4月起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举办了以“文化
之声——今日中国的O-Toene”为主题的活动，作为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4月23日，中国音乐团
体“三川”在杜伊斯堡TEC大厦举办了
专场音乐会。

“三川”由三位年轻的音乐家王
瑶、桑卡和刘玉组成，她们都毕业于中
国首都北京的著名的音乐学府——中国
音乐学院。他们演奏了中国传统的民族
乐器——古筝也是最受欢迎的。

从四月起她们开始在德国巡回演
出，并作客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三川
的作曲家和制作人	Robert	 Zollitsch	在
音乐会开幕前致词说:		今日的中国远非
西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音乐将告诉
我们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它也将告诉
我们，传统与现代也可以完美地结合
起来。

古筝三重奏把音乐试验和传统的演奏技巧完美
的结合起来，给热情的听众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听觉体
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三位年轻艺术家用她们对音乐的灵感和敏锐的
眼光打破了欧洲人对中国的陈腐之见，因为三川的音
乐是如此的不同：它飘逸、上扬但却不肤浅，三个古

筝的组合也实在是十分罕见。由于曲目精巧的编排，
传统与当代有序的交替，使得整场音乐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

三川合奏震撼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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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少儿书画展   |   2010年4月12日至5月15日

25年来，武汉青少年书馆和另外12家武汉地区
的公共图书馆一直为四到十六岁的青少年们举办书法
和绘画大赛。比赛的目的是提高中小学生的兴趣和创
造力。迄今已经有20多万名少年儿童参加过这种比
赛。每年大赛都会在春季举办预选赛，预选赛没有门
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一个由画家、书法
家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评审团将决定谁能走到最后。

杜伊斯堡市立图书馆从2010年4月12号到2010年
5月15日展出了第一批60幅获奖作品。这些获奖作品

包括40幅绘画和20幅书法，它们展示了武汉的孩子心
里的世界。他们的绘画色彩斑斓、充满了想象力，他
们的书法字迹俊秀、风格各异。为了拉近两国少年儿
童间的距离，也为了拉近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鲁尔
都市孔子学院与杜伊斯堡市立图书馆合作，在四、五
月间组织了这次书画展。此外，还为对此感兴趣的中
学生们进行了多场书法展示，并教授了书法技巧。

许宽华教授导说书画展
杜伊斯堡青少年	
中国书法实践班武汉少儿书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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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体验日活动   |   2010年6月29日

2010年6月29日，来自Burbach高中的中文兴趣
小组参观了鲁尔都市孔子学院。这些学生们在北莱
茵－威斯特法利亚州“汉语创新比赛”中获得了第一
名，并赢得了来到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参加中国文化体
验活动的机会。胜负评判的标准不仅仅是语言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创造性。文化体验活动开始，院
长许宽华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独有的
特点，他还赞扬他们的参与精神，“中文是一种非常
难学的语言，你们学得非常好，更祝贺你们能赢得整
个比赛。”	在之后的“汉语学习”	时间里，同学们
跟随志愿者教师唐静瑶女士进一步学习了汉语发音。
冉小群教授展示了太极拳，并邀请同学们一同练太极
拳。一位学习过太极拳的同学告诉同伴说：“太极可
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容易！”	 文化体验活动结束的
时候，同学们品尝了常见的中国食品。“我很高兴我
们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来孔子学院学习的机会”。	
“能够这样了解中国是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给
兴趣小组的新成员展示更多的东西了！”学生们高兴
地说。

德国Burbach中学生自豪展示他们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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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埃森市成为当年的欧洲文化之都，为了庆
祝这一历史性的文化事件，2010年7月18日从多特蒙
德至杜伊斯堡段的交通主动脉A40高速公路封闭了一
天。这条高速路既是主要公路之一也是交通堵塞的重
灾区，而在欧洲文化之都日这一天有300万鲁尔区居
民来到这里，享受难得的道路无拥堵日。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也同样参加了此次世界最长
的道路文化节。孔子学院的展台位于A40公路的43 .3
公里处，Kreuz	 Kaiserberg	 附近，在这里孔子学院的
老师和工作人员们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剪纸艺术并
表演了太极拳。这些也是学院所教授的主要课程的一

部分。如同在平静的水池中投入了一块石子，这些中
国文化就像强心剂一样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参观
者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很多游客们品尝了中国的
糖果和零食，并得到了剪纸和书法的赠品，他们对此
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孔子学院院长许宽华教授也
算是书法家了，在此次活动中负责书法方面的演示，
游客可以选择他们所想要的寓意的汉字，许教授立刻
写出中文书法。冉教授的太极表演也吸引了大批的热
心观众。这一天对所有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不同寻常
的，这次活动不仅为欧洲文化之都日做出了贡献，也
大大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理解，加深了双方的友谊。

《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	
A40高速公路上的文化活动 唐静瑶老师展示中国剪纸艺术

许宽华教授在A40高速公	
路上书写中国书法艺术

冉小群教授表演太极拳

“鲁尔2010”欧洲文化之都活动：A40 “鲁尔高速上的宁静生活”－我们来了！    |   201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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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学夏令营   |   2010年7月19日至22日

2010年7月，杜伊斯堡开办了以“新的眼光看亚
洲”为主题的夏令营。这次活动由东亚学院、校友
会、杜伊斯堡东亚研究会和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合作举
办，面向德国高中生。这次活动的宗旨是向中学生介
绍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学院，为学生们未来的专
业选择提供咨询。夏令营成员们来自德国各地，他们
也获得了和大学毕业生们交流的机会，由此获得了大
量有用的信息。

五天的夏令营首先让同学们更多的了解了遥远
的东亚地区，在“新的眼光看亚洲”的口号下人们对
东亚的看法也已经开始改变：转变从观念开始！

“假如你是在亚洲长大的，那你会变成什么样
子？”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教育、文化和经济政治以
及社会环境都密切相关。针对这个主题，孔子学院举
办了《成长在中国》的报告，还设置了一个汉语入门
课程和关于太极拳的研讨会。“汉字的书写和汉语的
发音与我曾学过的语言都完全不同。”一位夏令营成
员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挑战。之后我也想
能到杜伊斯堡大学东亚学院新设置的学士课程学
习。”

夏令营营员们一致认为，这一专业的要求很
高，但是同样在完成了学业之后也能得到很多机会。

德国中学生夏令营学员不仅可以闻到大学气息，还可以尝试中国太极拳

夏令营学员与冉小群教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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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夜   |   2010年9月24日

2010年9月24日，鲁
尔都市孔子学院参加了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举
办的科学之夜活动。东
亚学院教授托马斯	• 海贝
勒博士在杜伊斯堡校区B
区以《中国农村转型》
为题发表了专题演讲。
他向听众讲解了中国农
村大规模的重建和农村
经济及农业结构的全面
变革。最后他回答了听
众提问并和他们一同讨
论了这种变革可能的结
果。

此外，听众们也获知了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将要
举办的各种活动。为了让当晚科技之夜的来宾们对孔

子学院有进一步的了
解，孔院教师冉晓群教
授和唐静瑶女士在晚上
八点三十分开始了太极
拳的表演。很快热情的
观众们就向冉教授学习
并一同操练了太极拳，
这次活动在对“太极套
路”轻松愉快的讨论中
结束了。

许多太极爱好者通
过这种方式找到了导
师，而行家们也找到了
交流的新场所。即使是
那些在当晚参加“工程

师之夜”的来宾们也被这次太极拳展示活动吸引了过
来，并深深折服于这场精彩的表演。

热情的德国观众向冉小群教授学练中国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