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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   |   2011年

2011年亮点 

汉语常识启蒙班    |   尽早练习！

孩子们对学习语言总是充满热情，如今学习汉
语热情也已经蔓延到儿童当中了。鲁尔都市孔子学院
从2011年夏天开始，面向三岁以上儿童开办了汉语
班。同时，孔子学院还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少年儿童的
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中国文化艺术兴趣班，与杜伊
斯堡电影论坛（Filmforum）合作播放儿童电影等
等。

通过与周边的多所中学合作，许多儿童和青少
年来我们孔子学院感受中国文化，学说汉语、学写汉
字。时下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这在
2011年夏季召开的德国文教部长会议上也已经得到了
证实。仅北威州就有17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在学习汉
语。在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正沿着既定的轨道稳步前进。关于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的儿童和青少年项目信息可在学院秘书处或
者学院官方网站获得。

中国书法培训班

中国书法培训班

少儿用水练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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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与杜伊斯堡市民大学
（VHS）合作，定期举办“中国信息日”活动。最近
一次的活动于2011年9月10日举行。在活动中大约有
50名参与者通过对汉语的一般了解性课程来提升对汉
语的兴趣，并测试自己是否有能力或者是否有意愿以

及如何进一步学习汉语。此外,德国武术大师释延归
（Kai.Hoffmann）也率他的弟子展示了中国功夫的魅
力。在VHS的大厅中还举办了当今中国的图片展，以
使参与者了解今日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和发展中
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

汉语常识启蒙班.

汉语常识启蒙班    |   想学汉语么？不用怕！

中国书法培训班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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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教授

2011年5月2日，著名教授俞可平先生应邀来到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作了关于《中国现实政治和未来政
治发展走向》的学术报告。俞可平先生是北京大学政
治学教授、中国比较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
人。俞教授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
论文，引起了学界人士的广泛注意。作为一位政治学
家兼经济学家，俞可平教授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两个奖
项：一个关于地方环境政策，另一个是关于改进地方
政府的行政能力。俞可平教授多年以来一直与杜伊斯
堡大学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凭借其在比较政治学、
全球化以及公民社会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俞可平教
授于2008年在杜伊斯堡大学获得了名誉博士学
位。2011年他被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100
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俞可平教授在鲁尔都市孔
子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体系
与民主制度并与听众就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进
行了讨论。俞可平博士、教授在孔院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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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2日，时任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
任的巴宁.∙ 加雷特（Banning.Garret）博士应邀来到孔
子学院，就中美关系、中国和美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
各自权力地位的升降，即所谓的“权力转移”，以及
欧洲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Garrett博士是一位著名的中美战略对话的专家，
此前担任了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事务中心下属中美能源
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的主任，还曾担任了22年的美国
国防部的顾问，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起到过重要作
用。

在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演讲以及之后和与会者
的讨论中，Garrett博士反复阐述了在全球化进一步发
展的大背景之下，中美之间进一步合作的必要性，这
些必要性体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食
品－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方
面。

Banning Garrett 博士

巴宁∙加雷特博士作报告.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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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来访   |  方方作客杜伊斯堡

中国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但是德国民众对于中
国的名作家却知之甚少。随着作家方方的到来，这一
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2011年5月24日，鲁尔
都市孔子学院与杜伊斯堡市立图书馆合作，邀请中国
作家方方来到德国举办了一次读书会，有90余名听众
到场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方方是中国当代最重要、最知名的自然主义流
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语言生动有力，写作风格朴
素扎实。她的作品通过冷峻的眼光，生动的笔触，准
确地描述了普通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进而表现了人
生命运的本质。

读书会上选读的是方方的两部代表作品《风
景》和《刀锋上的蚂蚁》，这两部作品均由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第一次翻译成德语。读书会摘选了这两部作
品中的一部分作为朗读内容，首先由作家方方朗读中
文，安雅.. ∙ 森次博士朗读相应的德文译本。此后，作
家和听众之间还就作品的背景以及杜伊斯堡的友好城
市——武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整场读书会由Petra.
Kessler吹奏中国竹笛伴奏。

武汉作家方方朗读作品

许宽华教授、安雅..∙ 森茨博士与作家方.
方讨论小说《风景》的德语翻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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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会之外，孔子学院还举办了两场相应的
民众与作家对话活动。有兴趣者可以与作家面对面讨
论，并对作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整个与作家的
对话活动中，与会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了中国作家的生
活以及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现状方面。

方方的到来也为将要在2012年举行的杜伊斯堡
市和武汉市建成为友好城市30周年庆典增添了光彩，
也更突显了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在其中所起到的桥梁作
用。

作家方方的宣传广告方方作客鲁尔都市孔子学院 Fragen an Fang Fang:

Was inspirierte Sie zu dem Roman „Ameisen auf Messersschneide“?

„Der Aufenthalt in Deutschland! Nämlich zu der Geschichte, wie ein Deutscher versucht, 
einem chinesischen Maler zu helfen. Meine Zeit in Deutschland hat mir sehr dabei geholfen, 
diesen Roman zu vollenden.“ 

Welche Gewohnheiten oder Ideen aus Deutschland würden Sie gerne in China übernehmen?

„Zum einen den Umweltschutz, in Deutschland tut man tatsächlich viel für die Umwelt. 
Zweitens den Denkmalschutz alter Gebäude.“

Was ist für Sie ‚typisch deutsch‘?

„Dass fast jeder Deutsche ein Notizbuch zur Hand hat. Das zeigt, wie gewissenhaft die 
Deutschen zur Sache gehen.“

WUHAN – DUISBURG: PARTNERSCHAFT SEIT 1982

Fang Fang, 
eine Wuhaner Autorin 
zu Gast in Duisburg 

Fang Fang … 

 heißt mit bürgerlichem Namen eigentlich Wang Fang.

 ist 1955 in Nanjing geboren. 

 arbeitete vier Jahre in verschiedenen Fabriken in 
Wuhan, bevor sie an der Wuhan Universität ihr Studium 
begann. 

 war nach ihrem Studium Redakteurin beim Hubeier Provinzfernsehen. 

 veröffentlichte bisher über 70 Werke und erhielt zahlreiche chinesische Literaturpreise. 

 gilt als wichtige Vertreterin des Naturalismus und eine der bekanntesten chinesischen 
Autorinnen ihrer Generation. 

Fang Fangs Sprache ist kraftvoll und lebendig, ihr Stil bodenständig und plastisch. In ihren 
Werken beschreibt sie das Alltagsleben der einfachen Menschen in Wuhan. 

Bekannt wurde sie 1987 mit dem Roman „Landschaft“, in dem sie das Leben einer Großfamilie 
in Wuhan beschreibt und zeigt, wie zwei der neun Kinder ihr Schicksal in die Hand nehmen, 
während die anderen die Zumutungen des Lebens zu ertragen versuchen.

Das Konfuzius-Institut Metropole Ruhr übersetzt die Romane
„Landschaft“ und „Ameisen auf Messersschneide“. 
Aus beiden Werken werden im Rahmen der Autorenlesung 
am 24. Mai 2011 um 20:00 Uhr Passagen in chinesischer 
und deutscher Sprache vorgetragen. 
Musikalische Beiträge runden 
das Programm ab.

KONFUZIUS-INSTITUT 
METROPOLE RUHR

in Duisburg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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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来访   |   于坚作客杜伊斯堡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著名当代诗人于坚
应邀来德国访问，随后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组织于坚在
德国多个城市举行了巡回诗歌朗诵会。2011年10月21
日，诗人于坚来到了杜伊斯堡，在著名的Cubus艺术

中心举办了个人诗歌朗诵会。Marc. Hermann担任了
朗诵会的德语版本朗读。Marc. Hermann同时也是于
坚诗集《0档案》的德文翻译者，该诗集于2010年正
式在德国出版。

于坚的诗以其特有的讽刺性幽默著称，正因如
此，他的诗也才能如此地清新，如此地平易近人，如
此贴近真实的生活。长诗《0档案》是他到目前为止
创作的高峰，它记录了一个匿名的生存个体最琐碎的
生活细节。于坚的诗也揭示了中国官僚的管理手段并
不会管制到每个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诗歌朗诵会的最后听众们可以围绕作品的创
作向于坚提出各种问题，例如他的写作动机等。对此
于坚答道，“文化大革命”是促使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文革中，他12岁时看到人们焚烧大量图书的
情景，这使年轻的于坚感到了困惑，但那场面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这样一种思绪的驱使下，于
坚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希望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
出一些贡献。直到1979年他的诗集还不能正式出版，
只能通过手抄本的形式相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
种状况开始得到了改变，中国一些最有名的出版社开
始出版发行于坚的诗集。凭借这些出版的诗集和获得
的文学奖项，于坚跻身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行
列。

于坚向德国听众诵读他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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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和杜伊斯堡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与杜伊斯堡的姊妹城市——
武汉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011年孔子学院举办了一
系列与武汉市有关的活动。为了让杜伊斯堡市民进一
步了解自己的姐妹城市，孔子学院用照（图）片的形
式举办了一次文化展。这次展览展现了中德之间、杜
伊斯堡和武汉之间的不同，更主要是使民众了解了他
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武汉市也像杜伊斯堡一样各自拥
有本国最大的内河港，这两座城市不但工业结构相
似，就连市内的绿地和居民休息区都有异曲同工之
处。文化展还展示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最大都市的城
市发展、普通百姓生活以及这个工业重镇为环境保护
所作出的努力。文化展还介绍了两个城市其他方面的
合作，如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以及杜伊斯堡市立图书馆
和武汉青少年图书馆之间的合作等。

双方的交流还体现在武汉市和杜伊斯堡大学孔
子学院之间人员的相互访问方面。托马斯.. ∙ 海贝勒教
授和安雅.. ∙ 森次博士应武汉大学之邀，于2011年访问
了武汉大学；马库斯.. ∙ 陶伯教授在北京孔子学院大会
期间拜会了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教授，双方就孔子学
院的工作和发展进行了友好交谈。湖北省、武汉市和
武汉大学的多个高级代表团也来到鲁尔都市孔子学院
做客，他们对学院的工作以及杜伊斯堡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在中心图书馆.
举办的《友城——武汉》图片展

马库斯.∙ 陶伯博士、教授接待来.
访的武汉大学副校长黄泰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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