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教育部长参观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中央民族大学 09年派

出志愿者 罗雨葳）位于泰国

西南部的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９日举办汉语图书展及中国

文化体验活动。泰国教育部

长真纳翁·汶耶革等出席活

动并留言。 

    这次活动恰逢普吉中学

孔子课堂中国文化体验中心

落成，展出了１００多种汉

语图书和中国文化音像制

品，以及中国国家汉办资助

的中国文化体验设备。孔子

课堂负责人通过体验设备向

真纳翁等来宾介绍了中国古

代四大发明，“品尝”了美

味可口的中国菜肴，并奏响

了中国的古筝。 

    普吉中学孔子课堂中方

负责人陈振说，该校孔子课

堂已针对这些体验设备设计

了一套中国文化体验课程。

本月底，体验中心正式开幕

后将向整个普吉地区的中小

学开放。 

    参观结束后，真纳翁在

留言簿上写道：“中国现在

经济发展非常快，对泰国汉

语教育发展有很大促进作

用。学校是孩子们知识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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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泉，在这里设立中国文化体

验中心是一件好事。希望普

吉中学孔子课堂继续努力工

作，让泰国西南部地区的孩

子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中国

语言和文化。” 

 

 



“泰国西南部汉语教材巡展”第六站在甲米隆重举行 

白信鸽——泰国西南地区志愿者通讯 

    （中央民族大学 09年派出志愿者 

罗雨葳）7月3日早上，甲米府阿玛中

学里热闹非凡，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泰国西南部汉语教材巡展”在这里

隆重举行。甲米府教育局副局长

Wichai Gidiphong先生为书展剪彩，

甲米府阿玛学校校长Phacharin先生以

及普吉中学孔子课堂中泰方负责人出

席了本次活动。来自甲米府五所学校

超过五百名学生参观了此次展览。 

 此次书展共展出汉语教材上百

套，汉泰词典、识字卡片等各种教辅

教具数十种，还有有声挂图、多媒体

教学光盘等各种展品琳琅满目，让人

们目不暇接。阿玛学校的蒲永娟老师

表示，很高兴普吉中学孔子课堂能在

我们学校举办这样一个书展，我们这

里比较偏远，汉语书籍、教辅教具选

择范围十分有限，书展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选择和信息，孩子们看到这么多

在展厅里，最受学生青睐的是一台由中国

国家汉办资助提供的中国文化体验设备。

体验设备里面海纳百川的中国功夫、中国

戏曲、中国传统乐器、中国古代发明、城

市的变迁等等，带领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次

耳目全新的体验之旅。孩子们只需用手指

触碰屏幕，就可以与中国文化互动：剪一

只小老虎看看中国民间艺术的活灵活现，

拉几下二胡体味中国传统音乐的悠扬抑或

神秘，再看一看几千年前中国人的

四大发明，在为之惊叹、

折服的同时写下几笔书

法，也留下自己的一副

“墨宝”。这一切，仿佛

在学生们的面前展开了一

面通往中国的大门，不仅

是现实的中国，还有文化

的中国、历史的中国。 

    与展览同时进行的，还有志愿

者老师现场教授中国结和中国剪

纸，以及汉字书写。孩子们用稚嫩

的手一笔一划写着横平竖直的中国字，也

把那些他们不甚懂得的唐诗印在了小小的

心里。在比赛和活动的间隙，还有中国文

化有奖问答，答对的同学都能获得来自中

国的小小礼品，因而现场总是欢呼阵阵。 

  普吉中学孔子课堂中方负责人陈振表

示，这是我们普吉中学孔子课堂泰国西南

部汉语教材巡展的第六站，整个活动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从学生到老师到家长都给

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中国文化的展示、汉

语教材的展览既能开阔学生的眼界、让

他们更了解中国，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汉

语的兴趣，同时也是促进和推动当地汉

语教学发展的一个好方式。这个活动七

八月里还将在泰西南部各府陆续举办，

希望能够给更多的孩子们提供一个了解

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的机会。 

甲米府教育局副局长为本次活动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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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中学学生为大家演示体验仪器 

拉一拉二胡。孩子们的阵阵惊叹和争

先恐后的神情表明他们已经在眼前这

个神奇的中文世界中乐不思蜀了。体

验设备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引

领着孩子们一步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

秘。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加了解中国

文化，现场还有普吉孔子课堂的志愿

者老师和学生一起教授中国剪纸和中

国结。来自苏叻他尼府苏叻他尼中学

的学生说，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活

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学到了很

多关于中国的新知识。 

 据课堂中方负责人陈振老师介

绍，此次书展已是该课堂自去年揭牌

以来在泰国西南地区举办的第八次展

览，每一站都在当地师生中引起了强

烈反响。课堂所展图书及体验设备均

为中国国家汉办赠送。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试用有声挂图 

学生们围绕在教材展示桌旁 

（中央民族大学 09年派出志愿者 罗

雨葳）7月23日，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携汉语教材教辅赴泰西南苏叻他尼府

苏叻披他耶学校举办汉语教材展。 

  上午九时，苏叻披他耶学校校长

Sathon Rikachai为书展剪彩，数百

名来自当地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展览。

教材展展出了汉语教材教辅上千册，

中文读物、音像制品等百余种。品种

丰富的汉语教材吸引了众多师生在展

台前流连忘返。 

    本次书展还专设体验角展出中国

文化体验设备，学生可以从形式多样

的互动体验中领略学习汉语的乐趣。

体验设备集影视、音效为一体，每个

知识板块都专设“互动体验”环节。

让学生们在回顾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之后写上几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点

上几支灿烂的烟花；聆听完《高山流

水》《二泉映月》之后也拨几下古筝

普吉中学孔子课堂赴苏叻他尼举办汉语教材展 

白信鸽——泰国西南地区志愿者通讯 

苏叻披他耶学校校长为本次展览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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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 09年派出志愿者 

王斌）去年的那时候，初来泰国的

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很新鲜。起

初的一个星期仿佛比一个月还要漫

长，每天都接触新鲜事物、每天都

遇到新鲜的面孔。熟悉环境、熟悉

风俗、熟悉同事，这是来异国他乡

工作的非常重要的环节，良好的铺

垫将为以后的生活工作奠定良好的

基础。 

刚到学校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到处都需

要别人的帮助。在初来的几个月的

时候，周围的老师对我的帮助很

大，带我到学校各处游走，介绍这

里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及各

位泰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们，

使我很快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适应了生活，就继续着自己的生

活，我在来泰国之前是国家篮球一

级裁判隶属于上海市篮球协会。我

没想到的是来到泰国我也可以参加

这里的篮球协会。在为校队吹了几

场比赛以后，我就成为了普吉篮球

协会的外籍裁判员。在这个短短五

个月里，参与执法了由泰华学校主

办的中学生篮球赛、普吉篮球协会

组办的普吉府篮球赛、宋卡王子大 

学主办的全校性质的运动会。能够

在赛场上跑来跑去，展现自己的风

采，能够在异国他乡开展自己的第

二职业，实为一大幸事。当然，借

着比赛的机会认识了不少泰国同

事，有两个泰国裁判名叫“叮”和

“咚”，很可惜我并不知道他们名

字的意思，所以只能称呼他们叮

咚、叮咚，每次弄错他们名字的时

候，泰国同事借着泰式幽默倒是教

会了我不少泰语。 

在泰国的生活中，还是会发现

不少文化的碰撞，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跨文化、跨国际”的问题。尽

管中泰两国都以热情好客而著称，

可是文化上的差异仍不容忽视。泰

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佛教思

想影响着泰国人的一言一行。泰国

人生活步调比较缓慢，这种“慢吞

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想必所

有的人都领教过了。但是，我们不

能以鄙视的眼光去看待泰国人的"不

勤奋"、"懒惰"，相反，我们应该从

跨文化的角度接受这种文化，而不

能把它归结为民族劣根性。不同的

文化有着不同文化产生的根源，文

化习俗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不能简单以优劣区分，所以，大到 

国家小到个体，尊重和理解他人的

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才是避免冲突

事实合作的最好途径，来到一个地

方应该学习一种文化，体会一种生

活态度，从而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我想中国的古话说的好，入乡才能

随俗，既然我们生活在这里就应该

表现出中国文化的融合性、包容

性。 

当然，这样一种文化也会引起

我们的思考，反观中国人，尤其是

在上海生活节奏很快，人们的吃喝

玩乐都是在赶时间，暴露出来的问

题则是发达的经济与不协调的文化

生活。而泰国则是经济与生活相互

协调的，泰国人不希望竞争，生活

节奏慢。这样的对比是能够引起一

些思考，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进步与

发展，不仅仅是参照发达国家，也

要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进行思考与研

究。 

2010年3月31日是我离开普吉岛

的日子，我只能用恋恋不舍形容我

的心情，毕竟10个月的工作与生活

建立起我与这个城市的感情，那些

快乐的学生、热情的同事还有我那

付诸于努力的裁判工作，这是个让

我难以忘记的城市。 

白信鸽——泰国西南地区志愿者通讯 

泰国生活：描述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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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汉语教学示范 
（中央民族大学 09年派出

志愿者 罗雨葳）这份教案的教

学对象是高一的学生。由于泰

国大部分学校没有分班教授中

文课，导致初一和高一一个班

的学生往往水平参差不齐。作

为老师，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

学生的中文水平，然后制定教

学计划，并在教学是在过程中

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对之前的

计划作微调。今年我带的四年

级 12班，整体水平比往年略

高，进班时完全零起点的学生

不足10人，而且绝大部分正在

补习中文。这样，我教案的制

定就相对难一点。除了课文内

容外还适当补充常用语、常用

词汇等内容（如本节课设计的

五官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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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学生掌握方位词的用法。

方位词并不难，泰语里都有

对应。而要学生记住方位词

在汉语里的语序并脱口而

出，就需要足够的正确输入+

反复刺激。输入一定要足

够，在输入的过程中老师可

以慢慢松手，让学生在正确

的方向上“跳一跳”去够你

的要求。带比赛性质的游戏

可以增加刺激的强度，让学

生记忆更深刻，但要注意掌

控整个课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