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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贸易发展局柏林办公室向鲁尔都市孔子学院赠书

2011年10月，香港出版联合会和香港印刷协会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了750部来自香港的汉语出版
物，这展现了香港出版界的创造性和多样性。2012年
1月12日，香港特区政府驻柏林经贸办主任黄继儿
（Stephen Wong）先生代表香港出版界向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隆重捐赠了其中的120种图书。这批经过精

挑细选的图书因其高质量而有着很高的价值。这次慷
慨的捐赠大大丰富了年轻孔子学院的藏书，并且也让
鲁尔区的读者可以直接看到来自香港的图书，近距离
感受香港的文化、艺术、社会以及当代历史。这批藏
书无论从内容还是语言方面来说，对于孔子学院学习
汉语的学员们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因为这批香

执行院长森茨博士向香港特区政府驻柏林经贸办主任黄继儿先生、 
德国联邦议员Johannes Pflug先生以及市长Benno Lensdorf介绍孔子 

学院情况

HKETO主任Stephen Wong向托马斯•海贝勒教授 
转交捐赠图书，联邦议员Johannes Pflug和杜伊斯 

堡─埃森大学副校长Franz Bosbach教授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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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出版的藏书使用的多是繁体字。传统的汉字都是繁
体书写，而现在中国大陆的汉字全部使用简体字，此
前孔子学院的藏书也都是简体版。此次捐赠也得到了

一直以来对孔子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德国联邦议员
Johannes Pflug先生的帮助。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从HKETO获赠120册图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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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中学举办的“三巡”新年音乐会

日本和新西兰演出过，这次是首次在德国登台表演。
    音乐会上,大学生艺术家们不仅为观众演奏了中

国著名的乐曲,而且还展示了传统的乐器，如古筝、二
胡、柳琴以及竹笛,也让观众亲自尝试演奏了乐器。演
出之后观众和演员们还进行了亲密接触。此次演出的
意义不仅在于向德国的中学生表演了中国的传统乐
器，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次真正近距离的文化交流活
动。

为了庆祝龙年的到来，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举办了
一场新年音乐会。孔子学院有幸邀请了来自中国的著
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管弦乐队来到鲁尔区。音
乐会于2012年1月20日在与孔子学院有长期合作的波鸿
市海因里希-伯尔中学举办。1994年创建的上海交通大
学管弦乐队曾获得过大量荣誉，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
比利时演出过，本次新年音乐会是他们在北威州进行
的唯一一场演出。这个管弦乐队曾经在美国、法国、

上海交大管弦乐队作客波鸿市伯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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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都市孔子学院自从2009年创建伊始就把服务对
象定位在整个鲁尔地区，使该地区的中学生都有机会参
加赴中国或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举办的夏令营活动。
在夏令营中，除语言课程之外学生们还可以和其他很多
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一起，参加有关中国文化的研讨会。

这次新年音乐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孔子学院从
中获得了很大的动力，并大大加强了孔子学院进一步
举办类似活动的信心。

新年音乐会的扇子舞蹈亦获好评

令人印象深刻的二胡演奏

1 2 3 4

一位波鸿的中学生尝试拉二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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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西》展

约有200位客人出席展览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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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9日至9月21日  
《中国东西》展在杜伊斯堡库布施
艺术馆（Cubus Kunsthalle）隆重
举行，有超过100种的中国 “日常
用品”在此展出。本次展览由鲁尔
都 市 孔 子 学 院 、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的“Popcorn”创意团队和法兰克
福会展中心以及龙桥协会共同举
办。此次展览会成为了杜伊斯堡
2012年夏日的一个热点。在开幕的
当天，展览会吸引了超过200名参
观者。本次展出的既没有中国传统
的艺术品也没有“中国制造”的现
代商品，而都是以下三大类的“中
国产品”：
- 原汁原味的“中国口味”：红

色的热水瓶和它上面花朵装饰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图案；

-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配有前
筐和儿童坐的中国国产自行车；

- 对中国人有特殊用处的用品：
一个痒痒挠诠释了中国人常说
的——不求人。 展览的宣传册

惊鸿一瞥：带花纹的中国热水瓶

引人注目的展品：摩托人力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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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西》展

展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比如小茶壶和筷子盒

每件展品边都有中德双语的文字介绍，这些介
绍通俗幽默而又具体地讲解了这些展品的用途、历史
以及对于二十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它们可能具有的完
全不同的意义。

除了常规的导游解说以外，在展览期间还有很
多丰富精彩的活动。为了这次展览会的成功，孔子学
院的工作人员辛勤工作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展出的
同时，孔子学院院长许宽华教授还专门主持了“中国

东西”鉴赏活动，参观者可以将他们认为的“中国东
西”带到展会上来，由许教授作以鉴定并讲解它们的
意义。展会期间还专门设有儿童游艺室，小朋友们可
以在这里玩中国玩具，进一步和中国文化近距离接
触。此外，孔子学院还为小朋友们编撰了名为《多彩
中国》的导游手册，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方式向孩子
们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展览会上还有和展品相关的
问卷，参观者可以填写问卷并赢取奖品。颁奖仪式在

孔子学院的亢老师为来访者作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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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许宽华教授和北京Popcorn 
创意团队总监吴学夫教授在开幕式上向来宾致辞

展览的中国合作伙伴因《中国东西》展的成
功举办赠予孔子学院一面锦旗

温副总领事和Link市 
长在展览开幕式上

9月21日举行，相关的奖品包括图书、购物券和其他
礼物。在展览期间举办的活动中，有一项是特别受欢
迎的，那就是“东西方夏季音乐会”，音乐会上Dr. 
Ilse Storb教授演奏了钢琴，而高红女士则演奏了中国
的二胡——一种只有两根琴弦的中国“提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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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法治问题和人权问题方面所存在的争论和分歧。
Johannes Pflug先生对孔子学院长期的大力支持

还体现在他于2012年5月所作的另一次题为《中国对
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通往赫尔辛基进程之路的六
方会谈》的演讲。这次演讲是2010年开始的名为《变
化中的中国》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在这次演讲中Jo-
hannes Pflug先生详细而明确的阐述了东亚的安全局势
和架构，并以他的专业眼光向听众分析了东亚安全局
势中的中国和朝鲜问题。最后Johannes Pflug议员先生
对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
孔子学院在推动德中交流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
评价。随后Johannes Pflug先生接受了鲁尔都市孔子学
院理事会授予的名誉理事的称号。2012年是中德正式建交40周年，风风雨雨四十年

中，中德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稳固关系，但其间
也有很多波折。2012年9月14日，鲁尔都市孔子学院
邀请德国联邦国会议员Johannes Pflug先生来孔院作主
题为《中德关系40年——困难但成功的伙伴关系》的
演讲。Johannes Pflug先生是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
成员，同时也是德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德中关系领
域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说他是德中关系问题的专
家和权威人士。在孔子学院进行的演讲中他用丰富的
案例和亲身的工作经验全面阐述了德中双方在经济、
政治、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进行的交流合作以及双

庆祝中德建交四十年举办的活动

Johannes Pflug先生就德中关系发表演讲

听众们与Pflug先生就德中之间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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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转变中的中国社会》

1 2 3 4

在德国北威州联邦事务和
欧洲及媒体事务部部长Angelica 
S c hw a l l -Dü r e n女士的支持
下，2012年10月18日，由州总理
办公厅、墨卡托基金会、东亚研
究所和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共同主
办的，主题为《转变中的中国社
会》专家论坛在杜塞尔多夫的州
府大厦举行。

参加论坛的专家有鲁尔都
市孔子学院院长托马斯•海贝勒
教授、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 
《 明 星 周 刊 》 驻 中 国 记 者 
Janis Vougioukas 女士和ZDF 
《国外新闻》主编 Diana Zimmermann 女士. 知名的
中国问题专家Gisela Mahlmann女士担任了论坛的主
持人。海贝勒教授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地方政府起到了发展的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对于国家
的管理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俞可平教授强调
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愿意学习国外的先进
经验和管理技能来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但
一个明确的中国模式事实上尚未形成。Janis Vou-
gioukas女士描述了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当前社会的不稳

定因素。她还详细阐述了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表达
方式所起到的作用。Diana Zimmermann 介绍了信息
准入和新闻编辑等敏感领域，以及德国媒体对中国 
的新闻报道。听众们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国的热 
点问题，如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期待以及中国的
教育体制等等。最后Gisela Mahlmann女士总结道： 
“关于中国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是了解中国的
更好的方法是去学习一下中文并到中国去看一看，亲
身感受一下中国。”

Angelica Schwall-Düren 部长向参加论坛的听众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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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为小朋友们
提供各种具有吸引力并且富有启发性的活动项目，目
前三岁以上的孩子在学院也有相应的语言班。此外，
学院还免费举办每周一次的 “少儿兴趣班”，为各个
不同年龄层的中小学生举办中国文化技艺研讨班，孩
子们可以在“兴趣班”参加与中国主题相关的手工剪
纸等游戏活动，在研讨班学习中国书法、了解中国乐

器和音乐。
在鲁尔都市孔子学院2012年举办的各种围绕中

国主题的青少年活动中，最大的亮点是与杜伊斯堡市
中心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国际少儿图书中国主题展》
(IkiBu)。

在2012年11月19日至24日的《国际少儿图书中
国主题展》期间，一共为青少年精心准备了72场朗读
会、汉语体验课程、汉字书法研讨班以及电影和戏剧
展映，这些活动吸引了超过3500名少年儿童前来。书
展的高潮在11月24号。这一天，杜伊斯堡市中心图书
馆有大约200名青少年参加了孔子学院举办有关中国
主题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特别吸引人的是孔子学
院多媒体中心进行的多媒体互动活动、太极拳表演和
中国传统乐器古筝的演奏。

在整个展览周期间，中心图书馆三楼展出了许
多来自中国的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青少年图书供参观
者借阅。在有关中国智力问答活动中的答对者可以获
得一份精美的礼品。本次活动的背景是杜伊斯堡市和
武汉市成为友好城市——中德双方之间最早建成的友
好城市——30周年庆。类似的活动已经于1971年开始
每年举行，只不过明目不同而已。这些对于来参加
2012年IkiBu的男女老少观众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理
由去接触中文以及中国文化。

2012年《国际少儿图书中国主题展》(IKiBu)

学写毛笔字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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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看，2012年的《国际少儿图书中
国主题展》都是一次成功的活动，它大大加强了孔子
学院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提高了孔子学院的
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能力。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自2010年以来就与杜伊斯堡
市中心图书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本年度孔子学
院和市立图书馆共同设置的《中国之窗》也是双方合
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12年7月共同隆重开启了《
中国之窗》，旨在通过该“窗口”向公众展示与中国
语言和文化有关的各类书籍和文献。迄今为止，在中
心图书馆陈列的该类有代表性的书籍均由鲁尔都市孔
子学院赠送，并且该项合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音乐合奏也是书展活动项目的一部分杜伊斯堡中心图书馆的活动日

1 2 3 4

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刘寅老师和殷 
伏女士在书展上演示折纸和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