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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踪 国 际 教 育 服 务 留 学 需 要

环球周刊

“中德合作是两大文明的交
流对话。中国和德国分处亚欧
大陆两端，是东西方两大文明
杰出代表。两国数不尽的先贤
哲人、深邃的思想哲理、丰富
的文学艺术，是双方互学互
鉴、交流合作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智慧源泉。”正值中德建
交45周年之际，5月24日，中
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开
启，如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所
言，把“两国民众心与心的距
离”拉近。文化交流乃民心工
程，其生机在于教育。教育犹
如一拱卧波长虹，架在中德两
国民心之间。

打造中德关系“创新工程”

“世界学术德最尊”，蔡元
培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
非德国不可”。中德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的开启，适逢威
廉·洪堡诞辰 250 周年以及蔡
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 100 周
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萧
友梅携手蔡元培，两位留德
学人于 1927 年共同创办国立
音 乐 院 —— 我 国 第 一 所 高 等
音乐学府。执掌同济大学的
达姆斯达特理工大学博士李
国豪力主恢复德国传统，把
该校建设成为中德高等教育
交流合作的样板。从改革开
放初期，留德博士中涌现的
大学校长便有浙江大学的路
甬祥、东南大学的韦钰、同济
大学的万钢、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徐惠彬⋯⋯

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
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季羡
林那册 《留德十年》 把德意志
式的严谨泼洒得淋漓尽致，留

给中国学人无尽遐想。多年
来，在德国高校外籍学生群体
中，中国学子占据首席。德国
学子留学中国的热情亦呈井喷
之势。自 2003 年以来，负笈
留学的德国学生总量已翻一
番，来华者则增长 5 倍。德国
汉语教学已历经 300 年，德国
目 前 27 所 高 校 开 设 汉 学 专
业，3 所培养汉语翻译人才。
此外，德国共有 19 所孔子学
院和 4 个孔子课堂，学员累计
5 万余人，文化活动惠及近百
万人，让德国人不出国门便可
感知中国文化。汉堡大学孔子
学院成为了社区文化中心。作
为德国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
台和中德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
和桥梁，孔子学院沟通两国人
民的心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灵魂。中德两国 2014 年颁布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决定以
“共塑创新”引领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德国成为第一个与中
国在创新领域全面合作的西方
大国。

高等教育创新水平决定一
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中德双方已就学位互认、
博士生联合培养等事务签署政
府间协议，500 余所高校间建
立了实质性的校际关系。为深
化中德教育交流合作，德国联
邦 教 科 部 2015 年 10 月 推 出

《中国战略 2015—2020》。这
是该部出台的第一个国别战
略，也是发达国家中率先就科
研与教育合作制定中国战略，
如德国联邦教科部部长万卡所
言，“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科研创
新大国⋯⋯和中国合作是必须
的”。

打造中德关系“成才工程”

德国联邦内阁今年 2 月 1
日通过的教科国际化战略视中
国为重点对象，而中德职业教
育交流合作尤为耀眼。职业教
育堪称德国教育的名片。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给予德国双元
制职业教育高度评价，尤其褒
奖从学校到职场的“顺利得不
可思议的”过渡。德国的职业
教育模式也已成为最大的教育
出口产品。如今，德国职业培
训行业中每四家就有一家出口
教育服务，最受欢迎的是技术
类职业培训，约占全部职业教
育出口的七成。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是基础工程。早在
1994 年 7 月，中德总理共同签
署了 《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
合作的联合声明》，是中国迄今
就职业教育签署的唯一一个政
府间的双边协议。1985 年，苏
州、无锡、常州、沙市、沈阳
和芜湖率先开展双元制职业教
育试点，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
育学院为中德合作培养职教师
资拓荒，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开国内应用技术大学之先

河，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汉堡
国际工程学院探索理工学科专
业认证，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研究所以中德合作引领职业
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2015 年 10 月 30 日，值中德合
作共建合肥学院 30 周年之际，
李克强总理亲自陪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到访。

职业教育可打开通往成功
成才的大门。两国政府共同设
立的“中德职教合作联盟”既可
助力实现“中国制造 2025”与德
国“工业 4.0”对接，又能彰显中
德人文交流的“经贸驱动”特
色。通过持续提高中德教育交
流对我国教育综合改革布局的
切合度和贡献度，以教育开放的
主动赢得教育发展的主动，解决
发展失衡、资源错配、治理瓶颈、
数字鸿沟等问题，促进师生有序
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校企深度
融合，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
会的美好愿景。

打造中德关系“未来工程”

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
则国家强。2016 年，习近平主
席与德国前总统高克共同启动

中德青少年交流年，并寄语两
国青少年，要“怀着一颗真诚
的心，相互往来，相互学习”。
以“交流、友谊、未来”为主
题，近 300 项活动吸引 6 万余
名中德青少年学生。其成果由
同济大学汇编成册，取名 《为
梦想插上友谊的翅膀》，作为

“中德人文交流文丛”第一卷，
在 5 月 24 日召开的首届中德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上发
布。以3次欧锦赛冠军、4次世
界杯冠军和 4 次世界杯亚军，
自1954年进入历届决赛圈，唯
一一个包揽男女世界杯冠军的
辉煌战绩，德国足球堪称世界
足坛王者。去年11月，中德签
署首个国家级足球合作协议，
推动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中德友好，根基在民众，希
望在青少年。而交流的首要工
具就是语言。掌握友邦的语言
就是掌握通往该国文化的钥匙，
而青少年是学习外语的最佳年
龄段。自1961年慕尼黑一所高
中开设汉语课以来，中文如今走
进全德400余所中小学的课堂，
其中 76 所中学和 21 所小学把
汉语纳入高中毕业会考科目。
2016 年，德国队在“汉语桥”世
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夺冠。

目前，近万名德国中小学生
来华留学，伯乐高级文理中学
学生孔浩便是其中一员。2014
年 3 月 29 日，彭丽媛访问该校
时说道：“我的中国梦是希望天
下所有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都
能接受良好教育，像你们一
样。”彭丽媛的中国梦激励孔浩
来华学习，并深入广西桂林恭
城瑶族自治县支教。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
势相交，势去则倾；唯以心相
交，方成其久远。构建中德合
作“全面升级版”需要一代又
一代薪火相传。中德两国政府
2010 年决定共同实施“学校：
塑造未来的伙伴”项目，凸显
中小学校对塑造中德关系未来
的奠基性。唯有激励中德青少
年相知相遇相爱，坚持从本土
情怀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
从，勇当人文交流的生力军，
方可立体推进中德人文交流的
发展格局，把年轻的心扎根中
国，把年轻的心驻留德国，心
相印，情相依，共创中德合作
共赢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德人文
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
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
心总干事）

中德人文交流 生机在于教育
俞可

“ 来 ， 我 们 一 起 把 它 种
下！”中国黑河学院的汉语教
师张航扶着树苗，她曾经的学
生、孔子学院学员、多年的好
友阿丽萨迅速地将土填满，一
会儿工夫，一棵杨树苗便笔直
地“站立”在俄罗斯布拉戈维
申斯克市的友谊公园内。

2012 年，张航作为国家公
派教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
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工作时，身
着一件素色荷花旗袍，这是张
航留给学生的“中国印象”。
从体现民族特色的旗袍、唐装
开始讲解，张航带着学生们走
进广阔深邃的中华文化世界。
当学生们情不自禁对中华民族
五千年灿烂文化表示惊叹与向
往时，张航说，她为自己是一
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在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执教的三年里，她与阿丽萨以
师生名义相识，并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5 月 14 日，黑河学院与俄
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
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在布拉戈
维申斯克市举行十周年庆典活

动，张航与阿丽萨如期相会，
让这一段因汉语学习而结下的
师生情谊，又增添了新的色
彩。

在庆典活动中，来自布拉
戈维申斯克第十一中学的女孩
达莎说，她喜欢学习汉语，喜
欢中国文化，非常希望到中国
继续进修学习，未来能够从事
与中国相关的事业。

“爸爸妈妈之前带我去过
中国黑河，我很喜欢中国的文
化和美食，从黑河回来后，他
们就让我来孔子学院学习中文
了。起初他们不相信我能学好
中文，我现在可以骄傲地告诉
他们，我不仅可以说中文，还
会 写 毛 笔 字 。” 达 莎 一 边 说
着，一边拿起毛笔，工整地写
下了一纸漂亮的汉字，现场观
众无不惊叹。

在新世纪初期，随着中俄
两国经贸、旅游、文化、人员
等方面交往日益频繁，无论在
俄罗斯官方还是民间，学习汉
语的需求急剧增长。一直与俄
罗斯开展合作交流的黑河学院
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寻求合作

伙伴，建立孔子学院。而有着
87 年历史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国
立师范大学位于俄罗斯远东阿
穆尔州，是该州最著名的大学
之一。当时整个俄罗斯远东地
区没有一所华文学校，因此在
那里推广汉语是一项开拓性的
工作。

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孔子学院总部的
支持下，中国黑河学院与俄罗
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
学共建的孔子学院于 2007 年 5
月正式成立，这是俄罗斯远东
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

成立之初，学院面临不少
困难，但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
解决了师资力量薄弱、教材购
置和运输以及经费不足等难
题，有效保障孔子学院各项汉
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开课第
一期当地就有 170 多人报名，
首期学员人数之多在全球孔子
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孔
子学院一周年庆典仪式上，孔
子学院俄方院长、布拉戈维申
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外事处处长
古哈连科·尼古拉·弗拉基米

尔激动地说:“第一年，布拉
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子
学院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这是
一次邻里之间温暖人心的文化
之旅。”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保持
师资队伍相对稳定是孔子学院
发展的根基。前往布拉戈维申
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任
教的国家公派教师一直从黑河
学院俄语、对外汉语、汉语言
文学、旅游管理等专业教师队
伍中选拔，这些教师具有丰富
的教学经验和对俄交流工作经
验，满足了汉语教学和文化交
流的需要。

孔子学院承载着传递文化
的使命。这两所隔黑龙江相望
的中俄高校，依地理区位优
势，共建的孔子学院成为俄罗
斯远东地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
化的重要平台，在增进中俄边
境人民友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十年间，来自中国的汉语
老师们一次次地看到，那些金
发碧眼的学生们从不懂一句汉
语，到能够独立阅读一般的中

文文章，能够将中文歌曲都唱
得清晰、悦耳，并对中华文化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年间，几代孔子学院工
作人员不断推进发展目标的实
现，设置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市
老年大学、第十四中学、第二十
五中学、腾达 4 个汉语教学点，
培养汉语学员 10240 人，举办
各类文化宣传活动130余场，参
与人数达到10万余人次。

十年间，为了满足学员的
不同需求，孔子学院聘请10余
位中俄汉学家为学员作中国文
化专题讲座，邀请中国剪纸艺
术家、书法家、画家、民乐家来
到孔子学院展示中国文化，承
办的“黑龙江省与阿穆尔州教
育友好周”“迎奥运、学汉语”知
识竞赛、庆祝中俄建交 60 周年
图片展、“汉语言文化周”中国
文化走进社区等活动，共吸引
了10万余人次参加。

如今，孔子学院的学生从
12 岁 的 小 学 生 到 70 岁 的 老
人，无一不对中国文化有着浓
厚的兴趣。“他们能在剪纸课
堂上独自剪出具有中国元素的

剪纸，能在汉语课堂上书写常
用的汉字和拼音，能在中俄交
流活动中展示刚柔并济的太极
拳⋯⋯”谈及教过的俄罗斯学
生时，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宗成
菊说：“孔子学院为俄罗斯的
学生打开了一扇门，拉开了一
扇窗。这些孔子学院学生因此
了解中国并爱上中国，作为一
个汉语教学工作者，这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这种成就感
让我的内心感到丰盈。”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
的钥匙。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
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和孔
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
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
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
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掀起“汉语
热”的今天，黑河学院与布拉
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携手
将孔子学院打造成为中俄文化
交流中心，使中国文化传播的
种子，在一江两岸阳光雨露的
共同沐浴下，最终绽放成娇美
多姿、芬芳四溢的友谊之花。

中国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十年共建孔子学院——

一对中俄姐妹校结下教育情谊
通讯员 赵宇

国际观察

国际广角

环球快报

本报讯 （胡佳佳）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统计研究所发布了系列信息报告，来帮助政
府解释和运用失学儿童指标。报告不但重视数
据源，还帮助统计学家理解如何根据数据源、
收集方法及计算指标技术的不同来评估指标。

在“全球教育合作伙伴”的支持下，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合作实施“全球失学儿童倡议”项目，本次报
告是该项目的研究结果。该项目涉及全球 70
多个国家，他们开发和应用创新的方法来评估
和运用来自官方调查与家庭调查的数据，更好
地明确有多少名儿童被排除在教育之外，他们
是谁以及入学所面对的问题。

第一份报告 《运用官方与家庭调查数据评
估失学儿童与青少年的数据与比率》 论证以不
同方式评估失学儿童数据的差异。本报告介绍
了印度学校参与精确测量遇到的问题。采用不
同调查方式，失学率会不同。超过 10%的孩
子出现以上情况，因为来自不同数据源的入学
率差异较大。

第二份报告 《运用家庭调查数据的年龄调
整技术》 关注与年龄数据相关的潜在问题。报
告指出数据收集的及时性和年龄数据的精确
性，对评估儿童入学率和失学率非常重要。

第三份报告 《人口变化对评估入学率和失
学率的影响》，教育入学率是良好的基础数
据。在巴西，评估的覆盖度和人口生产力会影
响人口评估的精确度。巴西的研究结果加强了
统计学家对中小学入学率差异的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这项研究
旨在缩小国家教育政策之间的差距，通过数据
收集与运用帮助各国开发、完善调查统计工
具，来发展各国的数据体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多角度解读失学儿童数据

本报讯 （董海青 徐平） 据爱沙尼亚教育
与研究部网站近日报道，爱沙尼亚和中国签署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爱沙尼亚共和国
教育与研究部2017-2022年合作协议》，该协
议依据 1993 年 9 月 3 日在北京签署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文
化、教育与科学合作的协议》，涵盖了交换留
学生、奖学金授予、语言教学、文化历史与两
国青年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爱沙尼亚教育与研究部官员麦迪斯·莱帕
耶表示：“两年前，当中国和爱沙尼亚签署了
众多大学期待已久的高等教育学历和资格认证
协定时，我们迈出了一大步。语言训练方面的
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学生可以在两
所机构学习爱沙尼亚语；在爱沙尼亚，语言学
校、两所大学和约 10 所普通教育学校开设了
汉语课程。”

根据新的教育合作协议，中国每年将向申
请攻读中国大学或学院的学士、硕士或博士学
位的爱沙尼亚学生授予 3 项国家奖学金；同
样，爱沙尼亚每年也将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申请
者提供3项同等的奖学金。此外，两国互相提
供一年一度的夏季课程资助，用于学习彼此的
语言和文化。为了促进青年交流，两国将互相
邀请青年代表团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爱沙尼亚与中国
再次达成教育合作协议

近日近日，，2020余名来自德国哥白尼高级中学的师生在杭州桐庐中学学习剪纸余名来自德国哥白尼高级中学的师生在杭州桐庐中学学习剪纸。。 CFPCFP供图供图

5月31日至6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
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德总理年度
会晤。不久前，以“人文交流，合作共赢”为主
题的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德国副总理西格
马·加布里尔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德高级别人
文交流对话机制的联合声明》。

教育，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百余年来
不断拉近中德两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如今，在高
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之下，教育将打造“全面
升级版”的中德合作。

本报讯 （刘娣） 据英国威尔士教育部网站
消息，英国威尔士教育部长科斯蒂·威廉姆斯
近日宣布，为威尔士儿童和青少年制订国家网
络安全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威尔士儿童和青少
年网络活动的安全性。

根据威尔士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95％
的 7 岁至 15 岁儿童经常在家使用互联网，其
中 71%的孩子最常使用的设备是平板电脑。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为加强儿童和青少年
网络活动的安全性，威尔士政府在教育领域实
施了很多措施：创建网络安全区，威尔士学校
的数字学习平台供教师、学生和家长访问；为
支持学校在课堂上讲授网络安全知识，威尔士
政府发布了“威尔士网络安全资源”并提供实
际的网络资源和课程计划；为地方政府官员和
约 2300 名教育专业人员安排网络安全培训课
程，以应对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遇到的网络问
题；2016 年 9 月，威尔士政府发布了数字能
力框架，也是新课程的第一要素。

威廉姆斯表示：“威尔士政府要努力保障
儿童和青少年网络活动的安全，使他们能够理
性地看待网络并安全地使用网络。政府所采取
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而现在，正在制订的国家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将
为威尔士提供战略性的视角。”

英国威尔士为青少年制订
国家网络安全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