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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总体情况

至 2018 年 9 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已运行两年，孔子学院在前一年的

工作基础上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新增教学点 5

个，目前教学点达到 14 个。学习汉语的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 5025 人

次。其中，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分校、佩恩尼尔国际

学校、韦斯特恩国际学校四个教学点已将汉语纳入了课程体系，注册人数达

3500 人。同时，海岸角大学开设了汉语公选课（LAR120，3 个学分）注册人

数达 500 多人；旅游学院开设了旅游汉语选修课（3 个学分）注册人数达 60

人；海岸角技术大学还将“非洲中国研究”课程（2 个学分）纳入其课程体

系。孔子学院全年开设了 20门课程。其中语言类课程有 6门：汉语公选课、

初级汉语 、 HSK1课程、 HSK2课程、 HSK3课程和少儿汉语。文化类课程 11门：

太极、武术、书法、手工、中国影视欣赏、中国文化简介、中国画、麻将、

象棋、中国歌曲和中国舞蹈等。培训类课程 4 门：“本土教师培训”、“汉

语桥”培训、中国夏令营培训和 HSK 考试培训。语言类课程采用的教材主要

是《HSK 系列教程》和《快乐汉语》。

根据 2018 年的工作计划，孔子学院开展了 20 多场文化活动，参加活动

的人数累计 10000 多人次。包括中国春节文化活动、孔子学院项目宣讲会、

汉语桥选手选拔、端午节庆祝活动、专家讲座、孔子学院日活动、太极竞赛

和年终汇演等，出席活动人数每场平均下来达到 200 人以上；其中孔子学院

项目宣讲会和专家讲座人数均达到 500 人以上；端午节庆祝活动和年终汇演

均达到 1500 人以上；暑假期间孔子学院还组织了 20 名孔子学院学生赴湖南

城市学院参加夏令营体验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在 12 月份组织了教育官员代

表团访华并参加在 12 月 7 日—9 日由中方院校湖南城市学院承办的“中非城

市发展论坛”。同时孔子学院还积极参加海岸角大学的校园活动，比如海岸

角大学开放日等。除此之外，孔子学院还派了 4 名学生参加了加纳赛区的汉

语桥比赛，其中两名进入决赛并取得了海岸角大学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一个

三等奖，一个优胜奖。

在常规项目的基础上，孔子学院还继续延续上一年的特色项目：积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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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合作设立汉语培训点，继续在中部省移民厅、警察厅开设汉语课；与各教

学点合作开设了本土教师汉语培训班，同时继续与当地的中资企业合作，协助他们

进行员工属地化培训，开发了属地化员工培训系列课程。“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作

为孔子学院最具特色的项目按照中外双方院校轮流举办的规定，定于今年 12月 7

日至 9日在中国湖南城市学院举办，海岸角大学将派代表团和专家参会，会后将出

版论文集《中非城市发展研究》

为了扩大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每次孔子学院组织大型文化活动，都

会邀请当地政府、社区、大学、中小学领导等参加。比如，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临时

代办莅临孔子学院给海岸角大学师生做了题为《中加外交关系》的大型讲座，在讲

座中，中部省副省长致欢迎词；另外中部省省长参加了孔子学院成立两周年庆典并

致辞，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纪律文化”和“决心文化”，号召加纳学生积极学习汉

语，了解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孔子学院还会邀请当地媒体以及新华社加纳分社对

活动进行报道，活动结束后新闻稿迅速发布到孔子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以及

Facebook 主页等宣传平台。其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在一次会议上的发

言被美媒报道之后，先后被国内人民网、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上百家大媒体转载。

加纳知名媒体 TV3专门对“2018年孔子学院夏令营”活动面对加纳全国进行了报道，

扩大了孔子学院的知名度。

除此之外，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还积极与当地政府和酋长联系。中方院长

先后与中部省省长、中部省教育厅厅长等举行会谈商谈合作以及推动将汉语纳

入加纳国民教育体系的工作。今年 12 月 5 日，以中部省长为团长、当地政府官

员、教育机构负责人为团员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湖南城市学院并参加第二

届“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以增进他们对孔子学院项目以及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制度建设及中外方合作情况

在总部的支持下，2018 年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召开了孔子学院

第三届理事会，会上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过去两年的工作做了一个总

结，对孔子学院运行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建议，对

合同表述不正确的地方进行了修改，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结合 2017 年的工作情况，孔子学院进一步完善了各项

规章制度，内容涉及人事、财务、财产、教学、档案、图书室、语音室等方方面面。

同时，每位中方人员月底都须提交月度考核表以及案例分析。鉴于孔子学院出现的

财务问题，中方还选派了与对方会计的对接人员，共同管理孔子学院的日常支出。

在两校的合作交流方面，湖南城市学院今年接待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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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营，12月份湖南城市学院将举办“中非城市发展论坛”，同时接待孔子学院教

育官员代表团（12月 5日至 15日）。

在教学点方面，孔子学院立足于海岸角大学，继续积极在周边社区建立汉语教

学点，目前教学点涵盖大学、中小学、政府机构以及中资企业，为想学汉语的当地

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研究成果及总部重点项目落实情况

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努力下，海岸角大学汉语本科专业申请已经通过海岸

角大学各级学术委员会评审，2019 年将正式开班。

在 2018年的孔子学院理事会上，理事会成员一致讨论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6年至 2021年规划的落实情况。海岸角大学已经将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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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角大学发展规划，与海岸角大学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孔子学院立足本部，向外建立

教学点奠定了基础。

2018年，对于孔子学院教学质量的控制和评价，孔子学院与海岸角大学教学

评估部门进行合作，每学期期末进入课堂向学生分发问卷，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最后提出改进措施。另外孔子学院教师还会以文

字的形式对这一学期的教学效果进行自评。针对评估结果，中外方院长会与孔子学

院教师座谈，进一步督促孔子学院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每学年孔子学院还会对全年

的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结合评估结果，为下一学年的教学安排和分工提

供参考，让教学评估落到实处。

2018年 3月海岸角大学 6名学生参加了 HSK3级考试，其中四名顺利通过，三

名申请了并获得了孔子学院奖学金。下半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HSK考点揭牌，定

于 12月 2日举行第一次考试，已有 64人报名参加 HSK考试。另外孔子学院还先后

推荐并协助 20多名汉语学习者获得了不同类型的来华奖学金，这些学生将为孔子

学院校友会的建设打下基础。

四、 突出及特色领域的工作情况

2018年，孔子学院在教学点的协同合作下，立足于本土化，从各教学点挑选

了 20名有志于从事汉语教学事业的年轻教师开设了本土教师汉语培训班，以帮助

他们尽快通过 HSK3 考试获得奖学金前往中国学习汉语，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学成归来后在孔子学院及其他学校担任本土汉语教师。这个项目深受教学点年轻教

师的欢迎，目前孔子学院正在完善此项目的相关规划，力争建立一支专业的本土教

师师资队伍。

第二届“中非城市发展论坛”定于 12 月 7 日至 9日在湖南城市学院举办，这

一特色论坛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为中外方院校专家在学

术、教育、孔子学院功能方面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可谓是一举多得。在

规模上，参与论坛的人员涵盖政府官员、中外方院校领导、中外城市研究专家等，

这种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人员结构能够保障论坛成果在中非的城市建设中得到尽快

落实。论坛结束后出版的《中非城市发展研究》，进一步提升了论坛的学术水平。

五、孔子学院宣传平台的建设

孔子学院建立了多种宣传平台，有网站、微信公众号、孔子学院纪录片、2018

年两周年纪念册、12 张大型宣传展板和 2018 年年度报告，在对外宣传孔子学院工

作事务上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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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官方网站网址：
http://confuciusucc.com/

孔子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haianjiaodaxuekongzixueyuan

孔子学院 2018 年年度纪录片

孔子学院运行两周年纪念册

孔子学院 12 张宣传展板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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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中方理事长：李建奇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

China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President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Jianqi

理事会加方理事长：Joseph Ghartey Ampiah
海岸角大学校长、教授 
Ghana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Vic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Professor Joseph Ghartey Ampiah

理事会成员：Dora Francisca Edu-Buandoh
海岸角大学人文法律学院院长、副教授
Board Member: the Provost for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ssociate Professor Dora Francisca Edu-Buandoh

理事会成员： Rosemond Boohene
海岸角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 副教授
Board Member: the Dean of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ssociate Professor Rosemond Boohene

理事会成员：周桂平
湖南城市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副教授 
Board Member: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ivision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Zhou Guiping

理事会成员：袁志成
湖南城市学院组织部部长、教授
Board Member: the Head of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
Professor Yuan Zhicheng

理事会成员 :Joseph Benjamin Archibald Afful 
海岸角大学副教授、文学院院长
Board Member: the Dean of Faculty of Arts, 
Associate Professor Joseph Benjamin Archibald Afful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理事会成员介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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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方院长

                              胡亮才
中方院长

                              Ishmael Mensah
外方院长

公派教师

公派教师 志愿者教师

                                                                                    

                                                            

志愿者教师

廖玉梅

                              

志愿者教师

                                                                                                                        

本土教师

曾卫军 钟真

郭静 黄勤海

                              蒋慧敏

                              任超凡

谢学望

曾思梦 孙基云 高山 佳莉

孔子学院中外方人员介绍2018

                            侯仕颖
2018 年 9 月离任

                    雷琼艳
2018 年 9 月离任

                            隋岩
2018 年 9 月离任

                            马丹丹
2018 年 10 月离任

                            王雯丹
2018 年 12 月离任

                          任哲
2018 年 10 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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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O.   Darko                               

                                                                                          

Simon Gunde
Librarian Asistant

本土教师

                                                                                                                        

                              

加方员工

                              Robert M. Lewis
Snr. Adm. Ass.

                                                            Judith O. Peprah
Principal Adm. Ass.

                              Veronica Donkoh
Snr. Messenger & Cleaner

Lucy Abel Richard Mensah Kofi Opoku West

Amin Hadi S. K. Acheampong Afavi A. A. Akuyomi Okai Prosper

Baada Andrews

国家服务生

国家服务生

国家服务生

                            I. M. Iddriss
2018 年 6 月离任

                            James Annan
2018 年 6 月离任

                            Devine Atinyo
2018 年 6 月离任

                              Nana Oforiwa Otu
Clerk

                              Dzakpasu Is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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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6 年大事记

1. 2016 年 2 月筹建孔子学院：

   首先是合作学校双方选定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湖南城市学院党委会决定，胡

亮才提名为孔子学院中方侯任院长，加纳海岸角大学推选 Kwadwo Opoku-Agyemang

为孔子学院首任加方院长。两校正式启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筹建工作：一是海

岸角大学准备孔子学院场地、设施，在文学院第一层腾出两间办公室、一间教室、

一间电脑室并开始装修，至五月底，基本设施准备到位；二是双方确定理事会成员，

成立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三是向国家汉办申请孔子学院启动资金；四是

着手制定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和相关管理规章制度；五是湖南城市学院于 4 月 16 日

派出侯任院长等相关人员到海岸角大学开始孔子学院筹建和揭牌仪式准备工作；

六是启动孔子学院教师选拔工作；七是成立湖南城市学院孔子学院工作领导小组，

起草《湖南城市学院孔子学院建设办法》等。

2. 2016 年 5 月海岸角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湖南城市学院：

   海岸角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湖南城市学院，利用孔子学院平台，建立海外实习

基地。2016 年 5 月 22 日上午，湖南城市学院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在湖南城市学院办

公楼会议室签署海外实习基地协议。海岸角大学校长库伯尔及其夫人阿尔费蕾蒂

娜-库伯尔，国际处处长柔丝曼-伯哼、孔子学院加方院长夸波奥-奥波库阿杰曼，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书记罗成翼、校长李建奇、副校长刘辉煌和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

留学生代表出席签约仪式，双方签署了《湖南城市学院海外实习基地建设协议》。

仪式结束后，加纳海岸角大学代表团参观了湖南城市学院道德经文化墙、图书馆

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3. 6 月 2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在海岸角大学医学院礼堂举行，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大使孙保红、加纳

文化旅游部部长伊丽莎白、湖南城市学院校长李建奇教授、海岸角大学校长库珀

尔教授等 500 余人出席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

总干事许琳发来贺信，海岸角大学汉语教学点师生在会上进行了歌曲表演，中国

驻加纳大使孙保红与海岸角大学校长库珀尔共同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揭

牌仪式上，海岸角大学和湖南城市学院签订执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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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 6月 2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一次理事会成功召开：

   加纳时间 6 月 2 日下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一次理事会在海岸角大学文学

院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中外方各理事成员，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外方

院长。理事会由加方理事长主持，会议就孔子学院发展规划以及规章制度建设进行

了讨论。会上，湖南城市学院校长李建奇教授（孔子学院理事会中方理事长）就孔

子学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强调双方要认真履行合同职责，理事会成员都表示

将认真履行合同职责。会议深入讨论了《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6 至 2020 发

展规划（草案）》。会议一致认为，孔子学院学生规模可以从当前的 300 余人扩展

至 2500 余人，海岸角大学将汉语教育纳入该校课程体系，同时在湖南城市学院文

学院的协助下建立海岸角大学汉语本科专业，海岸角大学汉语本科专业由海岸角大

学文学院和孔子学院合作举办，授予学士学位，并开办多层次的汉语教学班，会议

还就培训本土汉语教师培训，设立汉语考试中心等进行了讨论。

5. 2016 年 9 月 20 日孔子学院开始运行：

  9 月 20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一名汉语公派教师到任，孔子学

院开始启动招生。

6. 2016年 9月开始招生：

   9 月底正式启动教学，经中方院长深入 11 个班级宣讲动员，结合文化活动

开展专题讲座，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 200 多份，收回调查表造册登记等途径，有

120 名学生报名登记学习汉语，每周开课 15 节。同时，每天早晨（周一至周五）

六点至七点开设太极拳教学。

7. 2016 年 10 月份招聘本土汉语教师：

   2016 年 10 月份因教学和管理工作需要，需招聘本土教师，对一位在国内读完

本科后并获得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本土老师进行了培训，对其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考

试，并报总部，完成总部各项调研表，于 11 月份获得汉办批准。本土教师于 10 月

初即开始教学。

8. 2016 年汉语志愿者教师申报与招聘工作。

    因海岸角大学2017年下学期有400左右的学生选修汉语，加上校外汉语教学点，

多层次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需要更多的汉语老师。总部已于 11 月份批准同意派

遣 7位汉语志愿者教师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执教。

9. 2016 年 9 月 30 日全球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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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30 日下午两点，海岸角大学 2016 年全球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

在海岸角大学教育学院会议室举行。外方院长 PROF.KWADWO OPOKU-AGYEMANG 教

授致开幕词并讲话，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做了有关孔子学院活动日、汉语教学、

HSK 考试等内容的专题讲座，全校两百多名师生前来聆听了讲座，配合讲座宣传

的相关内容，设计了有关汉语学习及中国文化活动参与意向调查表，当场发给师

生填写。此次庆祝活动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但经过院长和老师的不懈努力，活动

得以成功举行，给全校师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0. 2016年 12 月底，首位汉语志愿者教师黄勤海（硕士）到任。

11. 2016 年 12 月开辟新的校外汉语教学点：

   中方院长跟一所中学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University Practice 

Senior High School）和一所理工学院海岸角技术大学（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多次商谈开辟汉语教学点事宜，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有 100 多

名学生报名参加汉语学习，因暂无老师，只好派两名原海岸角大学汉语学得较好

的学生先开展一些趣味性的汉语活动，如学汉语拼音，学唱中国歌等，很多学生

学会了唱一至两首中文歌。

12.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孔子学院相关制度建设：

   孔子学院制定并初步完善了孔子学院的相关制度，明确了孔子学院各工作人员

的职责。具体包括：孔子学院理事会主要职责、中外方院长职责、公派老师和志愿

者老师职责、财务管理制度、办公室守则、图书馆管理制度。

13. 2016 年 11 月评选大使奖学金获奖学生，组织颁奖仪式：

    孔子学院对 100 多个选修汉语的学生进行了汉语笔试和面试，通过制定选拔标

准，严格组织笔试和面试，选出 20 名优秀学生迎接 11 月 16 日在海岸角大学举行

的大使奖学金颁奖仪式。11 月 16 日上午，在海岸角大学教育学院的会议大厅里举

行了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使向 20 名孔子学院学生颁发了奖金并发表了讲

话，孙大使以“长城”为喻阐释了孔子学院及海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工作的长期

性与艰巨性，获奖学生代表也发表了流利自然的汉语演讲。

14. 2016年 11 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独立网站：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着手建立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独立网站，12 月底初步建

立网站。

15. 2016 年全球孔子学院大会：

    12 月海岸角大学校长和中外方院长首次参加 2016 年全球孔子学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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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7 年大事记
时间 事件概况

2017 年 2 月 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春节联欢会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行

2017 年 2 月 12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行孔子学院项

目和课程宣讲会

2017 年 2 月 14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拓展课程以及汉语选修学分课开班

2017 年 2 月 16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首个汉语教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

中汉语教学点举行启动仪式

2017 年 3 月 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外方理事会会议在文学院会议室召开

2017 年 3 月 17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四名汉语学习者前往加纳大学孔子学院

参加汉语桥加纳赛区选拔赛初赛

2017 年 3 月 22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六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到岗

2017 年 3 月 27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与加纳中部省省长

夸美纳·邓肯先生会面

2017 年 3 月 2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胡亮才教授给海岸角大学学生做了题为

《文化，城市的灵魂》的讲座

2017 年 3 月 3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英文网站对外开放

2017 年 4 月 17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开设暑假少儿汉

语培训班

2017 年 4 月 1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1名学生前往加纳大学孔子学院参加汉

语桥加纳赛区选拔赛复赛

2017 年 4 月 2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大礼堂举办“中

华服饰、饮食文化体验活动”暨中文俱乐部开幕式

2017 年 5 月 16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前往赞比亚出席“2017 年

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

2017 年 5 月 19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汉语课程正式开班

2017 年 5 月 2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 Some Winnel Laetitia 成功申请到

孔子学院奖学金并收到上海中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017 年 5 月 25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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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3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微信公众号正式运行

2017 年 6 月 2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庆典在海岸角大学大礼堂举

行

2017 年 6 月 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加纳西部省莎玛高级中学举行中文俱

乐部活动

2017 年 6 月 17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母校曼特西皮

姆高级中学举行中文俱乐部活动

2017 年 6 月 1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和加纳中部省警察

厅厅长雷尼·昂帕·贝宁举行会谈

2017 年 6 月 2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胡亮才教授受中部省警察厅厅长雷

尼·昂帕·贝宁邀请，出席在埃尔米纳酒店会议厅举行的加

纳中部省警察局长全体会议并做会议发言。

2017 年 6 月 2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青建国际（加纳）发展有限公司在海

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行建立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

2017 年 7 月 20 日 应中部省省长夸美纳·邓肯先生的邀请，海岸角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在海岸角参加中部省教育局长工作

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2017 年 7 月 22 日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青建国际（加纳）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建国际”）在阿克拉青建国际总部联合举办

了属地化员工培训班开学典礼并由中方院长胡亮才对本地员

工进行了首次培训

2017 年 7 月 3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与中部省教育厅厅

长在中部省教育厅举行会谈

2017 年 7 月 3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前往中部省移民

局与移民局局长就中方人员的签证与汉语教学点事宜进行了

会谈

2017 年 8 月 3 日至

22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14 名汉语学习者前往湖南城市学院参

加夏令营体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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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新学期汉语课程开班

2017 年 8 月 3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制定了 2018 年孔子学院各个项目的预

算，并提交给海岸角大学财务处。

2017 年 9 月 4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新学期新生宣讲会，宣讲孔子学院

项目及课程。

2017 年 9 月 5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海岸角技术大学在海岸角技术大学学

校会议室举行共建汉语教学点的签约仪式

2017 年 9 月 2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办全球孔子学

院日庆祝活动

2017 年 10 月 1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加纳佩瑞斯大学联合建立汉语教学点

签约仪式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塔克拉底与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了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院长胡亮才

进行首次上课

2017 年 10 月 29 日

至 11 月 11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组织以加纳中部省副省长为团长的教育

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来自河南的“武林汉韵”巡演团来海岸角大学演出

2017年11月2日—

3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二届中外方理事会会议在湖南城市学

院召开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首届太极拳比赛拉开帷幕

2017 年 11 月 15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湖南城市学院易永卿教授在海岸角

大学作了题为《中国崛起与非洲机遇》的讲座

2017 年 11 月 16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湖南工程学院石峰博士在佩瑞斯

大学作了《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角色》的讲座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湖南工程学院刘华容教授在海岸角

技术大学做了题为《‘互联网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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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9 日

至 21 日

由中国国家汉办、湖南城市学院、海岸角大学主办、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海岸角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承办的2017年“中

非城市发展论坛”分别在海岸角大学大礼堂和海岸角埃尔米

纳酒店成功举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湖南城市学院易永卿教授在海岸角

大学作了题为《中非友好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的讲座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期末考试

2017 年 12 月 5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各汉语教学点年终汇报演出在海岸角大

学语言中心举行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运行一周年纪录片》和《海岸角大学

孔子学院 2017 年年度工作报告》出炉。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海岸角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前往中国西安出席

2017 年全球孔子学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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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 2018 年大事记
时间 事件概况

2018 年 2 月 5 日 新学期招生工作结束，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本部正式开课

2018 年 2 月 10 日 海岸角技术大学新生宣讲会结束，正式开课。

2018 年 2 月 16 日 PARIS大学在签完 MOU 之后，正式开课。

2018 年 2 月 3 日 在海岸角大学教学楼 CELT 举行了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

中文课程宣讲会，孔子学院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宣讲

会，到场学生有近 300 名。

2018 年 2 月 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其教学点海岸角技术大学举办了春

节文化知识讲座，主讲人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胡亮才教授。

2018 年 2 月 9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举行新生注册动员大会

2018 年 2 月 22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新校区举办了中国留学

奖学金项目介绍讲座，本次讲座由志愿者教师黄勤海主讲，

50 余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大四学生参加。

2018 年 2 月 24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了 2018 年春节活动

2018 年 2 月 本月孔子学院出台了办公室纪律十不准、办公室规章制度

管理补充条例、教学相关管理制度、请教申请表、建议反

馈表和代课申请表等文件。

2018 年 2 月 2017 年英文年度报告出炉

2018 年 3 月 孔子学院学生 NYANKAH NANAKOBINA 成功被湖南城市学院录

取，获得了“一带一路”奖学金

2018 年 3 月 24 日 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母校）

俱乐部活动（中文开课动员大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正式将汉语教学纳入海岸角大学附属

小学课程体系

2018 年 3月 21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与加纳中部省教育厅

厅长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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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9 日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视察中资企业教

学点——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3 日 孔子学院两名选手 William Ekow Paintsil( 赵威廉 ) 和

Isaac Dzakpasu( 李寻欢 )赴加纳大学参加复赛，选手赵威

廉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李寻欢取得了本次大赛的优胜奖。

2018 年 4 月 4 月份共有 5 位老师进行了小型文化讲座；雷琼艳老师的

“中国乐器介绍”；隋岩老师的“中国武术介绍”；马丹

丹老师的“中国传统节日介绍”；王雯丹老师的“中国书

法介绍”；侯仕颖老师的“中国舞蹈介绍”。

2018 年 4 月 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在海岸角大学做

了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动因》的讲座

2018年 4月 24日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代办蒋周腾先生受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之邀在海岸角大学LLT会堂做了一场精彩的《中加外交关系》

专题讲座。

2018 年 5月 1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办了首届中

资企业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由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主办，

邀请了青建国际、博威能源、衡邦、金百灵置业等企业参与，

提供约 20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来自海岸角大学的近百名毕

业生前来应聘。

2018 年 5 月 4 日 在中企招聘会后，孔子学院组织了长达两周的中资企业员

工岗前培训。

2018 年 5 月 31 日 中方院长胡亮才与公派教师曾卫军、郭静前往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教学点举行启动仪式 , 此学校已经

将汉语教学纳入课程体系。

2018 年 5 月 语音室和教室已经装修完毕，投入使用。

2018 年 5 月 中方院长胡亮才和外方院长 Ishmael Mensah 参加了 2018

非洲联席孔子学院会议，中方合作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副校

长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介绍孔子学院办学经验。

2018 年 5 月 应汉办要求，孔子学院制定了《孔子学院工作生活安全管

理手册》，在完善孔子学院制度的同时，加强孔子学院工

作人员的制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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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其教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高中举办

了以“勇敢、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端午节活动。

2018 年 6 月 1 日 新志愿者教师孙基云和谢学望正式到岗

2018 年 6 月 9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语言中心剪彩仪式暨第三届理事

会按期召开

2018 年 7 月 3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首届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班在海岸角大

学孔子学院语言中心开课

2018 年 7 月 25日 夏令营成员全体抵达了益阳湖南城市学院开始了为期将近

三周的夏令营活动

2018 年 8 月 10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一期本土教师培训结束，学员进行

了结业考试并举行了结业典礼。

2018 年 8 月 28 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加纳中部地区教学点签约仪式在卡

苏瓦的韦斯特恩国际学校成功举行。签约成功，已在九

月份正式开课，已派遣两名中方教师负责 WEST END INT. 

SCHOOL 和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教学和文化

工作。

2018 年 8 月 27

日——9月 7日

中外方院长及全体教师参加了海岸角大学 2019 级新生宣讲

会

2018 年 9 月 7 日 海岸角大学科技学院（CCTU）召开新生宣讲会，非语言类

课程“非洲中国研究”于 2018/2019 第一学期正式纳入该

校课程体系，为 2学分选修课程。

2018 年 9 月 10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UPS）新生宣讲会及家长见面会，汉

语课程于本学期纳入该校课程体系。

2018 年 9 月 10日 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

举行了第一期本地员工汉语培训结课暨第二期开课典礼，

此次典礼到场的领导有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伟、厂长吴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

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门萨（ISHMEAL MEN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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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1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UPS）分校 BASIC SCHOOL ANNEX 正

式开课，共 6个年级 6个班，每班每周一节课。孔子学院

派出 2 名本土教师担任该分校的汉语教学工作。

2018 年 9 月 12日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在中国驻加纳大使馆

与王世廷大使就孔子学院项目与如何推进汉语纳入加纳国

民教育体系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交流。

2018 年 9 月 17 日 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UPSHS）召开新生宣讲会

2018 年 9 月 20 日 胡院长受邀参加加纳非政府组织——亨内斯生活指导组织

成功为青年妇女举办创业研讨会，胡院长做了以介绍中国

茶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讲座。志愿者教师曾思梦在下午展示

了茶艺。

2018 年 9 月 24 日 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恰逢海岸角大学开放日，海岸角大

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图书馆前坪会场举办了以“欢度

中秋 ,喜迎国庆”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的大礼堂举行运行

两周年庆典暨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

2018 年 9 月 20 日 完成了 2018 年年度纪录片，并将在周年庆活动上放映

2018 年 9 月 完成了孔子学院两周年纪念册

2018年 9月 蒋慧敏、曾思梦和任超凡三名志愿者教师到岗

2018年 10 月 HSK 考试点申请工作更进一步，预计 11 月组织第一场 HSK

考试，并组织所有中方汉语老师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

总监考员及主监考员考试。

2018年 10 月 大使奖学金选拔考试：全体中方老师参加大使奖学金选拔考

试的准备、组织、监考、资料收集、试卷批改

2018 年 11 月 2018 年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奖典礼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年

终汇报演出

2018 年 12 月 HSK 考试考点成立以来，举行第一次考试，共有 64 人报名

参加考试

2018 年 12 月 3 日 海岸角大学校长、孔子学院领导参加孔子学院大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 中非城市发展论坛

2018 年 12 月 教育官员代表访华团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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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工作纪律十不准

1. 严禁上下班迟到、早退和开会迟到，特殊情况需要事前请假。

2. 不准擅自离岗、缺课、随意调课和请人代课。

3. 不准顶撞领导或在岗位上吵架，要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如有异议，应先

服从后讨论，通过正确渠道解决问题。

4. 上班时间不准聊天、嬉笑打闹、大声喧哗和行为动作不雅。

5. 工作时间内不准在办公室拨打、接听私人电话、玩游戏、听音乐、看电视剧、

玩手机等一切与工作无关之事。手机工作之余保持畅通，故意躲避领导、同事电话，

不回电话视为违纪。

6. 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会私客，非工作需要不得随意外出 ,不准下水游泳。

7. 不准冷落来访者，要笑脸相迎，热情接待。

8. 所有工作任务不准拖拉推迟，务必按时完成。

9. 不准在工作时间内吃早餐、吃零食、打瞌睡、乱丢垃圾、精神萎靡、无精打采。

10. 树立上下级观念，提高服从力和执行力，不准有令不遵或搞阳奉阴违，

同事间要坦诚相待，密切合作，不准拨弄是非，破坏团结。

注：孔子学院将组织不定时检查并接受举报，人人可相互监督相互举报。所

有违纪行为，一经查实，使用《违纪违规登记表》登记，写入总结，上报汉办，坚

决按章处理，必要时直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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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公派教师和志
愿者教师考勤管理补充规定

1. 工作时间：公派教师和志愿者要求坐班，工作时间一般为上午 08：30 至

12：00，下午 14：00 至 17：30（或 1：00 至 4:30）。如果中午或者晚上有课，则

可以相应地提前下班或推迟上班，但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7小时。按汉办规定，

需每天工作 8 个小时。孔子学院因工作需要，常常加班，有些教学点周末会安排课

程，所以规定坐班时间为 7个小时。

2. 请假：因病因事不能上班应提前请假，请假者应给孔子学院留出充分的时

间安排代课。请假流程如下：（1）领取假条；（2）中方院长签字；（3）将假条

交给负责档案人员存档。如属突发情况，来不及填批假条，则应通过电话短信等其

他形式征求中方院长同意，事后补办请假手续。

3. 如请假期间需要其他教师代课，请假人应交纳每课时 20 赛地代课费，作为

对代课教师额外工作的补偿。如果无法安排教师代课，该款项将用于孔子学院集体

活动。如属因公外出需要代课，由孔子学院统一安排，无需交纳代课费。

4. 回国休假应利用假期，除向孔子学院请假外，还需向总部申请获得批准，

并向中国使馆报备。

5. 教学工作量：公派教师和志愿者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 16-20 课时。如因工

作需要，要超课时工作的，须服从孔子学院安排。教学管理教师会总体协调，调节

超课时与少课时教师的工作量，总体予以平衡。

6. 文化活动和其他工作：除教学工作外，公派教师和志愿者还应积极参加孔

子学院的其他各项工作，如组织文化活动，进行招生宣传和咨询，研究社会调查等。

孔子学院会根据教师的特长提前做出一年的工作安排，教师应服从孔子学院安排，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年度报告



31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教学管理补充规定

1. 适用对象：本规定适用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所有教学人员，包括中方

院长、公派教师、志愿者教师、海外志愿者和本土教师等，以下统称为教学人员。

2. 工作时间：教学人员必须保证教学工作时间，严格按照规定的上课时间进

行教学工作，不得迟到早退。如果迟到早退，每次罚款 20赛地，记教学事故一次。

3. 备课：教师须认真备课，书写教案（纸质和电子教案）。提前一周向中方

院长（或孔子学院指定的教学管理教师）提交教案（纸质和电子教案），获得签字

同意后方可上课。

4. 课堂教学：严格遵守第二语言课堂教学规范，以学生为中心，精讲多练。

做好学生考勤记录，每个月初及时上报上个月考勤（包括纸质版考勤表和电子版考

勤表），期末时汇总该学期考勤并提交。每次课均须布置作业，认真评改打分，作

为学生的平时成绩。

5.考试：教师有责任出考题、监考和评分（期中和期末考试），评分要公正无私。

期末时教师有责任对学生一学期的学习表现进行汇总，计算学生的综合分数。综合

分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考勤（10%）+ 平时作业成绩（20%）+ 期中考试成绩（30%）

+ 期末考试成绩（40%）＝综合成绩（100%）。上述要求，开课前应向学生讲清楚

6. 教学会议：孔子学院定期举办教学工作会和研讨会，或者共同备课，教师

有义务参加并积极发言。

7. 科研：教师有义务参加孔子学院的科研活动（如果获得总部科研任务），

编写或参与编写教材，不论有偿无偿，均须参与。

8. 工作总结：期中考试和学期末，教师须向孔子学院提交工作总结（纸质和

电子版），汇报工作情况，积极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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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安全管理手册

为落实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人员安全、安心、安定工作的要求，在原有

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依据当地法律法规，参考相关海外安全保护政策与规定，

特制定本安全管理手册，所有中方人员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严格遵守。

第一章：安全要求

1. 总则

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的安全管理方针，做好孔子学院安

全工作，保障员工人身安全，保证孔子学院健康发展。

2. 安全目标

杜绝各种人身伤害、火灾事故、交通事故，严防被偷、被抢、被骗，杜绝各

种经济损失、经济诈骗，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3. 安全培训和教育

新进教师、志愿者教师等上岗前须接受培训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学习

管理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跨文化交际、民俗风情、所在岗位可能遭受的职业伤

害、工作生活规章制度及安全注意事项；了解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体检要求、ID 

Card 办理、疾病防治、当地禁忌、交通安全、当地自然环境、预防自然灾害等各

方面知识；做好培训的组织、记录、考核等工作，孔子学院工作人员需接受经常性

的安全思想、安全规范方面的教育。

4. 安全监督检查制度

孔子学院实行内外安全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完整的安全监督体系，院长须行

使安全监督检查职能，组织定期和不定期安全检查。

5.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任何员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均须向领导或负责人报告，情况危险时须立即

采取相关紧急措施。

孔子学院要进行经常性的安全隐患排查，发现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不安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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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立即整改，发现违章违纪行为立即纠正。

孔子学院每季度进行一次综合性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工作生活环境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用电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制度是否得到严格执行、员工是否严格

遵守安全规章等。

6. 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发生事故后，所有现场人员都要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措施，并及时向相

关部门、相关领导汇报，及时报警报案。重大事故立即报告大使馆。报告的内容包

括：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类别、受害程度、涉及范围、受害者姓名、部位、事

故经过及初步原因等简要情况。

发生事故后，孔子学院领导等必须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处理。处理过程中

要认真保护现场，如果因抢救人员、财产或防止事故扩大必须移动现场物件时，要

做出明显的标记，记录移动位置并拍照。

第二章：安全防范

1. 提高安全预防意识，遇到麻烦时，采取自救、联系当地、报告亲友领导、

寻求领事保护等措施。

在很多情况下，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要充分了解安全风险，遵守法律法规，

尽可能预防事故发生。自救是最有效和最及时的手段，中国公民来加纳首先应了解

并掌握一定的自救知识，遇到麻烦时首先确保生命安全，冷静处理，妥善应对。当

地警方、医院、社团、法律援助是最可借助的资源，所以第一时间寻求当地资源得

到帮助是最有效的选择。出门在外时刻保持与亲友、领导的联系，他们总会在最需

要的时候提供最贴心的帮助。领事保护是海外中国公民的有力后盾，紧急情况可拨

打中国驻加纳使馆应急电话：0545-596508，外交部热线：0086-10-12308.

2. 特别注意防范六大易发安全问题：

[1] 人身伤害：人身攻击主要发生在僻静偏远地区，也可能发生在闹市人多的

地方，甚至住家，或在与陌生人见面时，或在夜晚天黑以后，人身攻击大多涉及财

务纠纷与抢劫。

[2] 财物盗抢：财物盗抢可能发生在住家或旅游景点、商业中心、饭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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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等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地区，犯罪分子偷盗的大多是现金或贵重物品。根据

经验在加纳发生的偷盗案件，有一部分是雇员或家庭保姆里外应合所为。应特别注

意，不要外露钱财和在办公室存放大量现金，易被偷被抢，深夜晚归也很不安全。

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财物一定不要外露，到银行取款不要形成规律性时间，还

要警惕当地司机。

[3] 经济诈骗：经济诈骗主要有投资类诈骗、租房购房诈骗、移民类诈骗、支

票诈骗、电话诈骗等。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越“划算”时越要小心。切记

保护自身隐私，特别是银行账户信息。

[4] 劳资纠纷：劳资纠纷主要发生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多数是因为没有签订好

合同。在聘请本土教师和当地员工时要特别注意。

[5]健康疾患：加纳常见疾病有疟疾、伤寒、霍乱等。一旦疑似患病，遇发热、

呕吐、腹泻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切记不可耽误，否则会危及生命。加纳医疗条件

有限，要根据自身情况备齐常用药品，常年备急救药，如青蒿素、消炎、止泻药物

和创可贴等。教学点上下课途中或者教学过程中遇病或受伤情况立即与院长联系回

校就医，遇重大疑难疾病及时请假回国治疗。

[6] 证件安全：证件遗失、毁损情况较常见，有时被盗，有时丢失，补发护照

周期长，会造成不便。切记，护照不可用作抵押品。按时办理工作签证、居住证、

ID 卡和医疗卡，力争获取海岸角大学工作代码。

第三章：安全举措

从整体上看，加纳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但安全事故也常有发生，日常

工作生活中务必做到遵纪守法，加强自我保护。加纳犯罪主要类型有：毒品、酒精

类犯罪、谋杀、抢劫、非法武器、车辆偷盗、网络诈骗、商业欺诈等，罪犯有可能

是组织性犯罪，有可能使用武器，也有可能与贩卖毒品、吸毒有关。

1. 入境安全

[1] 在预计启程之日前一个月内递交签证申请和护照，加纳驻华使馆办公时间

为每周二和周四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加纳驻华大使馆通常给申请来孔子学院工

作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教师办旅游签证入境。委托中介办理签证时，需谨防假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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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飞机进入机场移民大厅前要先出示黄热疫苗卡本，入境者先填写入境卡，

连同护照一同交移民官办理入境手续。然后提取行李，经海关接受检查后入关。

[3海关规定：入境时每人可免费携带香烟400支、酒750毫升、香水227毫升。

动物、武器弹药、易爆物品、高脂牛奶和水银等禁止入境。携带商品超过自用数量

需报关并支付税款，否则将被视为走私，会受到严惩。

[4] 携带现金超过 10000 美金需在入关时申报，未申报者，超过 10000 美金部

分海关可予以没收。

[5] 入境后，在居留许可获得之前，按时办理旅游延期。根据以往经验，在居

留许可获得之前，加纳海岸角移民局通常会为孔子学院老师办理一次或两次旅游延

期。

[6]办理工作许可或居留许可，需先到加纳移民局总部（在首都阿克拉）体检，

体检费950赛地，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1000美金。办理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之前，

到另一个城市塔克拉底办理 ID 卡，ID 卡办理每人需支付 120 美金。以上各种证件

有效期只有一年，需每年办理，不委托中介办理。

2. 居住安全

[1] 考虑海岸角大学的特殊情况，禁止校外租房，校园内居住选择安保措施良

好的地方，安装防盗设施。

[2] 不在家中存放大量现金。

[3] 在家的时候和出门之前须确保门窗已关好。

[4] 夜间回家结伴而行。

[5] 提前准备钥匙而不要到门口才找钥匙。

[6] 住家时不轻易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轻易带陌生人回家。

[7] 不在家里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3. 外出、交通安全

[1] 不单独与陌生人约会，不向陌生人透漏个人信息，尤其女性要特别注意。

[2] 任何时候上车系好安全带，夜间不单独外出，禁止夜间乘坐出租车。

[3] 夜间开车如发现可疑车辆尾随不要直接回家，把车开到认识的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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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搭乘陌生人车辆，更不能让陌生人搭车。

[5] 不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容易被看到的地方，以防被砸被抢。

[6] 不要开车去偏远或人烟稀少的地方。

[7] 避免连续提取大量现金，尽量转账。ATM 取款尽量两人同行，取款前观察

周围情况。

[8] 避免与他人争吵，不围观他人争吵。

[9] 在机场、监狱、军事设施、各国使馆及其他有“禁止拍照”标志的地方不

要拍照。

[10] 随身携带驾照、护照、ID 卡、医疗卡等，遇到警察或者移民局检查的时

候要求先让对方出示证件并记住名字或车号。

[11]如在夜间僻静处遇到警察盘查，不让其上车并提高警惕，有时是假警察。

[12]夜间行车遇到类似车胎没气或者车牌掉了的“友善提醒”时，不停车检查，

有时是陷阱。

[13] 任何时候禁止下海、下河游泳。

4. 工作安全

[1]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

[2]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十不准》

[3] 招聘本地人员需遵守劳动法，依法依规签订合同；解聘本地工作人员要有

理有据，按合同条款、按照劳动法进行，避免招致麻烦。

[4] 中方人员和本地员工都需按规定购买保险，中方人员办理当地医保卡。

[5] 中方人员与本地人员或机构发生业务或经济往来不凭口说，立字为据。

[6] 关于与外方合作的事情，能书面确认的一定要书面确认。自己签署的文件

一定要留出复印件。出现纠纷后，要咨询律师，然后再进行处理，必要时适当妥协，

否则可能事与愿违，把本来自己有理的事情演化成自己的责任。

5. 自然灾害

[1] 加纳国家、海岸角地区自然灾害较少，但要对水灾火灾做好预防工作。

[2] 加纳雨季降雨量较大，排水能力差，雨季下雨时避免在低洼地段行车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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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远离排水渠。

[3] 加纳每年一月左右是沙尘暴季节，天气异常干燥，火灾多发，常有汽车

自燃。旱季缺水缺电，要注意防火。

[4] 雷雨交加之时不使用手机等电讯设备。

[5] 遇台风留意建筑坠物和高树断枝坠落。

[6] 沙尘天气出门戴好口罩。

6. 食品安全

[1] 饮用水只能使用瓶装水和袋装水，水龙头流出的水即使烧开也不要喝，

煮饭炒菜要使用袋装水。

[2] 海岸角水果品种繁多，物廉价美，购买时特别注意水果是否变质，购买

其它食品注意有效期。

[3] 注意食品卫生和食品是否受污染尤其重要，加纳多发霍乱、伤寒，多为

食品污染、环境不洁所致。

[4] 少吃上火水果和食品。

7. 防火安全

[1] 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检查工作场所、中方人员住处。中外方

院长为第一责任人，由双方院长共同指定直接负责人。

[2] 定期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 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严格配备灭火器。

[3] 每周进行一次防火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

[4] 办公室禁止吸烟、喝酒。 

[5] 住处确保煤气罐、炉灶使用安全，做到人走炉灭。

8. 用电安全

[1] 严禁随意拉设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禁止私用大功率电器

[2]下班后，关闭每一个开关,做关灯、关电脑、电扇、空调，不留下安全隐患。

[3] 每月由专业电工检查线路、接线口等用电设备，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中方人员住处保证所有在人走后拔掉所有接线板的电源，做到人在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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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所有家用电器的插头每月检查一次杜绝老化；房内使用衣服熨斗、电饭锅、电

水壶后立即关掉电源，严禁无人在家时使用电饭锅自煮功能。

9. 防盗安全

[1] 办公室内存放电脑、手机等贵重物品时一定要妥善保管，随时锁门，严防

内贼与外盗。

[2] 进入住处、离开住处和夜间休息时，务必锁好门窗。

[3] 校园内天黑后禁止出门；校园内外的公共场所注意扒手。

[4] 发现作案人员正在偷盗时，应迅速和学校警卫处取得联系或拨打当地报警

电话；遇到劫匪时不要现场反抗以避免暴力冲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10. 社交安全 

[1] 遵守当地法律、学校校规，严格按照孔子学院各项相关规定办事。

[2] 中外方员工相互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3] 校园内外避免和他人发生正面冲突。

[4] 校园内外不和陌生人单独交往，不请学生进入中方人员宿舍。

[5] 无论何时何地，不得单独外出校园，擅自行动。

11. 熟知加纳风俗禁忌

[1] 客到主家时，客人先向主人打招呼；老师进教室后先向学生致意；两人相

遇时，先看到对方者主动打招呼；走来的人先向站着的人打招呼，忽略上述规定容

易被对方误解成侮辱他。

[2]在加纳，金黄色和黄色象征着高贵、富贵、荣耀和成熟；白色象征着纯洁、

美德、欢乐及胜利；绿色象征新生、活力与强壮；蓝色为爱情与温柔的色彩；红色

象征悲愤、灾难、死亡与战争；灰色象征落魄及耻辱。

[3]加纳人把凳子视为吉祥物，他们喜欢精心保存凳子，并喻其为神圣的象征。

有时把珍贵的凳子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客人。

[4] 加纳人时间观念很差，不准时是常事，且经常失约。

[5] 加纳人见面或告别时的习惯礼节是握手致礼。当他们同列队人握手时，无

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习惯从左至右同列队人员一一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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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纳人很重视荣誉，有时甚至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忌讳别人拿

他开玩笑，或用过分的语言来讽刺和讥笑他。

[7]加纳人视左手为“不礼貌”，不用左手接别人的东西，不用左手向人指点、

打手势或传递东西和食物，否则，会被认为极不礼貌。

[8] 加纳人对数字 13、17、71 没有好感，视为不吉祥的数字。

[9] 加纳人注重礼节，客人一进门就打听厕所在哪会让他们不高兴，认为

是不懂礼貌的人才会这样，他们对赠送的礼品也很重视，对收礼品者有毫不在

意之感颇为恼火，认为这是对送礼人的轻蔑和侮辱。

[10] 加纳人有 42.8% 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38.2% 信奉拜物教，有 12% 的

人信奉伊斯兰教。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禁食猪肉和忌讳使用相关制品。

12. 心理健康

[1] 中方院长 24 小时电话畅通，保证与中方人员随时沟通；

[2]院长与员工，员工相互之间多组织交际活动，了解每个人的心理状况，

遇到问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3] 多与中资企业、华人团体开展教学合作，共同举办文化活动，定期联

欢或者联谊，保证业余生活、节日活动丰富多彩。

13. 报警求助就医

[1]191，18555 是全加纳通用匪警求救电话；火警电话：192；洪涝灾害紧

急求助电话：0299005011；0299005086

[2] 热线：0302773695

[3] 其他紧急呼叫电话：0277 522288，0277 522299

[4] 中部省海岸角报警热线：0332 132465；0332132463

[5] 海岸角大学警察长电话：0243677677；0544614949，报警时尽量提供

详细位置信息。

[6] 阿克拉 KORLE-BU 医院：0243407809

[7]TRUST HOSPITAL: 030-276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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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违纪违规登记表
违纪人姓名： 时间：
违纪事件：

处理过程：

处理结果：

院长（签名）：               

违纪范围：违反孔子学院和汉办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办公室工作纪律、上下班

制度、教学管理规定、请假制度等。要求认真学习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

注：违纪情况写入每月汉办报表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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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模板（每月 5日上交一份）
时间：XXX 年 XXX 月

案例分析：XXXXXXXXX

案例标题：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XXXXXX（姓名）

案例背景：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问题分析：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原因分析：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解决问题的策略：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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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申请表模板

姓名

请假事由

请假时间   

中方院长意见

1. 因病因事不能上班应提前请假，如果有课需请假者，应给孔子学院留出充分的

时间安排代课。

2. 请假流程如下：

（1）领取假条 

（2）中方院长签字

（3）将假条交给负责档案人员存档

3. 如遇突发情况，来不及事先填批假条，则应通过电话短信等其他形式征求中方

院长同意，事后补办请假手续。

4. 请假条一般不允许他人代办，须本人亲自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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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月度考核表：XXX年 XX月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赴任时间

工作岗位
所在孔子学院

或教学点

本月度主要职责

本月度自我总结

（说明成绩找出问题分

析原因）

本月度教学情况

课程名称 教学对象 班数 周课时 总课时 学员数

本月度讲座、成果及其它

重要事项

组织或参加孔子学院各

项文化活动情况

奖 惩 情 况

请假情况

孔子学院意见

主要核实本人填写的工作实绩的真实性，对工作质量写出评语：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人手写签名：                              本表材料审核人：           

注：1.此表左侧双钉装订，存本人档案，必须打印或用黑色水笔填写；
  2. 如表格内容较多，需要附页，请一并装订，不要用胶水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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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课程宣讲会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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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 2017—2018 学年
第二学期中文课程宣讲会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2 月 3 日下午 3：00 在海岸角大学教学楼 CELT 举行

了 2017-2018 学年度第二学期中文课程宣讲会，孔子学院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

此次宣讲会，到场学生有近 300 名。

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教授主持了此次宣讲会，并对到场学生

表示了热烈欢迎。接下来中方院长胡亮才对孔子学院做了介绍，介绍了孔子学

院 2017 年建立的教学点、开设的各类课程和举办的相关活动。中方院长胡亮

才鼓励学生到孔子学院来学习中文，积极参加 HSK 考试，申请奖学金去中国留

学。在宣讲会现场，孔子学院播放了 2017 年度工作总结纪录片。纪录片介绍了

2017 年孔子学院的教学情况、各类文化活动和访华代表团等等，现场学生都认

真观看了纪录片，对孔子学院有了更深地了解。

接下来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教授让每位任课教师都做了自我

介绍及自己所开设的课程介绍。太极课教师隋岩介绍太极课时，做了现场的教

学示范，学生都表示很想学太极。书法课教师王雯丹现场带来了毛笔，让学生

感受毛笔的柔软，希望可以用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引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公

派教师郭静介绍了孔子学院的中文拓展课初级班，鼓励学生都可以来初级班学

习中文。公派教师曾卫军介绍了孔子学院 HSK 考试班，向现场学生介绍了 HSK

考试和到中国留学的基本条件。其他教师也分别对各个所教课程进行了介绍。

在宣讲会结束之后，一名学生提问：“我们所学的汉语跟中国地区其他的

方言有什么区别？”本土老师詹姆斯做出了回答，跟加纳当地的官方语言英语

和不同地方的方言作比较，说明了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这次宣讲会结束后，学生们纷纷涌上台来询问相关开课事宜。新学期刚开

始的宣讲会对于有序地安排新学期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这次宣讲会的成

功举办，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新的学期孔子学院全体工作人

员将会继续努力，争取在教学工作上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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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
新生注册动员大会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2 月 9 日早上 9：00，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教学点

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举行了新生注册动员大会，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胡亮才教授、志愿者教师隋岩、高中部分教职工和全体学生参加了此次动

员大会，到场师生有 1700 多名。

中方院长胡亮才作为此次动员大会的主讲人，充分肯定了 2017 年高中的汉

语教学工作。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是孔子学院在中部省建立的第一个教学

点，孔子学院十分重视这个教学点的发展情况。中方院长胡亮才感谢在座各位

对这个教学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今年能有更多的学生学习汉语。

在 2017 年，高中总共有 150 名学生注册学习汉语。中方院长胡亮才，提出

有越来越多的加纳学生赴华留学。中方院长胡亮才鼓励在场师生报名注册学习

汉语，参加孔子学院组织的文化活动。

动员大会结束以后，志愿者教师隋岩向在场师生发放了报名注册表，孔子

学院将根据此次报名情况重新分班，并派遣相应老师在近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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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特西皮姆高级中学（前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母校）中文开课动员大会

加纳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星期六中午 12 点，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

学点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Mfantspim Senior High School）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中文开课动员大会。此次宣讲会是由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工作人员提供

宣讲材料课件，让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代表（学校学生会主席）进行宣讲，

汉语老师和工作人员进行答疑，现场回答学生提问。新颖的宣讲方式增强了学

生的参与性和接受性，促进了学生对孔子学院有关课程、文化活动、奖学金项

目及夏令营项目的理解。

随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为学生们介绍了中加交流

情况、2017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夏令营情况、本年度教学安排等，希望

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的学生积极报名参加汉语学习、文化活动和学生夏令营，

争取机会去中国留学，感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促进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方院

长胡亮才还让去年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代表介绍了他去中国的所见所闻及感想，

让代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参加汉语桥比赛的一位选手介绍了他学习汉语的经

验和学习汉语给他带来的影响。在座的学生对两位孔子学院学生的现场分享都

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和兴趣。当问到他们明天是否愿意来上中文课时，他们都表

示不仅自己来还会邀上其他同学。 

动员大会接近尾声，胡院长让负责中文教学的老师比尔·蒙萨（Bill 

Mensah）根据学生报名情况把不同年级分为三个中文班并告知学生开课时间和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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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语言类专业课程《中国研究》
纳入海岸角技术大学课程体系

加纳当地时间 9 月 7 日下午四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海岸角技

术大学（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在该校电子学院大礼堂召开“非

洲中国研究”学分课程（China Studies in Africa) 以及汉语教学新生宣讲会。

海岸角技术大学公共教学部主任约瑟亚·特地先生（Mr.Uriah Tetteh）, 

旅游系主任奥图·阿拉曼先生（Mr. Ato Anaman），实践部主任朗度先生（Mr.

Lang Dew），语言中心主任辛迪亚·特池女士 (Mrs.Cynthia Techie) 以及 200

多名新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及部分教

师代表前往该校出席了会议。

大会由海岸角技术大学语言中心主任兼汉语教学负责人辛迪亚女士 (Mrs.

Cynthia Techie) 主持并致欢迎词，她对孔子学院院长及教师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胡亮才院长发表了以“中非交流”为主题的演讲，对新开设课程的内容

做了简要介绍。另外他还向新生们宣传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办学宗旨以及

课程开设和中国留学及奖学金情况，鼓励学生学习汉语 , 演讲受到广大师生的

热烈欢迎。最后，学生们兴致盎然地观看了孔子学院纪录片并当场注册了汉语

学习班。

 《非洲中国研究》（课程代码：AFS101/102，2个学分）为非汉语类理论课程，

主要授课对象为大一各专业新生，本学期（2018/2019 第一学期）第一次开设。

课程以中非关系在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为纲，旨在深

化学生对中非关系的认识水平以及提高学生分析当代中国、中非及中加关系问

题的能力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负责该课程的相关教学任务。

目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已在海岸角大学开设有两门汉语学分选修课：

全校汉语公选课（课程代码：LAR120）和旅游专业汉语选修课，均为三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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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汉语本科专业即将开设，孔子学院亦先后在三个小学教学点将汉语纳入

学校课程体系。“非洲中国研究”非语言类专业课程的开设是孔子学院课程纳入当

地教育系统以及孔子学院常规化课程建设的一大突破，标志着孔子学院课程建设迈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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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2019 学年
第一学期汉语及文化课程宣讲会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9 日下午两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于海岸角大学

LLT 礼堂举办了汉语课程宣讲会。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外方院长

伊斯梅尔·门萨（Prof.Ishmael Mensah）、孔子学院部分老师及近 500 名大一名

新生参加了此次课程宣讲会。

此次宣讲会专门针对海岸角大学大一新生举行，本学期报名注册汉语学习的新

生超过 1000 人，利用周日下午举行课程宣讲会，已排入课表并进行介绍的汉语语

言课程有快乐汉语必修课、HSK 标准课程、旅游专业汉语选修课等，文化课程有武

术课、书法课、象棋课、中国文化介绍课等。

宣讲会首先播放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纪录片，在一段有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发展历程、诸多孔子学院师生故事及文化活动的介绍中拉开帷幕，孔子学院新到本

土教师高山（Mr.Raymond Asamoah）主持此次宣讲会。宣讲会主要由中外方院长发

言、学生代表发言、孔子学院老师介绍本学期将开设的汉语语言课程及中华才艺课

程、师生互动环节等几个部分组成。

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发言表示，中加两国最高国家领导人于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期间进行了会谈，共商合作事宜，这是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历史方面，中非

友谊历久弥坚；经济方面，中国是加纳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7 年两国贸易额

达 66.75 亿美元。此次峰会，中国表示，将为非洲发展提供一揽子全面支持，包括

600 亿美元的资金，为非洲培训 1000 名精英人才，为非洲提供 50000 个中国政府

奖学金名额，为非洲提供50000个研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到中国交流，

支持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加纳的经济和技术支

持力度，这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来加纳投资，为加纳毕业学生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教育方面，中国政府及国家汉办为非洲学生留学中国设立了诸多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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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加纳在中国留学生人数居非洲之首，达 6500 多人。 孔子学院已开办本土教

师汉语培训项目，将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希望学生们紧跟“汉语热”的潮流趋势，

学好汉语，或将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外方院长门萨教授表示，中国用行动支持非洲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加纳

总统也已前往中国参加中非合作峰会，中非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好

好学汉语和中国文化，持之以恒。

加纳学生代表阳光（Akwasi Poko Adu）跟新生们介绍了他前往中国参加夏令

营的经历，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希望学弟学

妹们能学好中文，争取以后能去中国看看。孔子学院公派教师曾卫军向新生们详细

地介绍了本学期孔子学院即将开设的汉语语言课程后，孔子学院本土教师高山向学

生们介绍了本学期孔子学院即将开始的中华才艺课程。在师生问答环节，孔子学院

老师们为学生解疑答惑，可看出学生们对中华才艺课的极大兴趣，对汉语课程感兴

趣又害怕汉语太难的复杂心理。最后，宣讲会在学生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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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新生宣讲会

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17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

实验高中举办了新生宣讲会，目的是让学生们了解学校发生的事情，学生在学校的

职责是好好学习他们的在校课程，如何选择课外活动以及他们可能会从中获得的好

处和机会。

作为宣讲会的一部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们的出现给宣讲会增添了不少

色彩。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加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Ishmael 

Mensah ) 教授、孔子学院公派教师曾卫军老师、本土教师佳莉（Emelia Asamoah) 

分别在宣讲会上发表了讲话。

胡亮才教授在讲话中强调，加纳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政府支持加纳的一

些发展项目。而学习汉语，会使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门萨教授给新生们简单介绍了孔子学院相关课

程，以及为汉语水平高的学生提供的各种奖学金机会。接着曾卫军老师详细介绍了

孔子学院 HSK 标准课程、旅游汉语等一系列中文课程。佳莉老师从自己学习汉语的

经验出发，跟学生们交流了一些学习汉语的心得体会，以及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前

往中国学习汉语的故事。

作为首批正式将汉语教学纳入其课程体系的教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

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汉语课程，该校学习汉语的人数接近两百人，学习汉语的氛围

比较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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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附属小学
新学期开课宣讲会

九月十日是中国的教师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胡亮才教授带领其团队走进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汉语开课

宣讲会。参加宣讲会的还有附属小学理事会主席阿比盖尔·奥波库·门萨（Abigail 

Opoku Mensah）、小学校长乔治娜·安格鲁比奇（Georgina Aglobitse）及师生、

家长近 400 人。

加纳当地时间上午九点，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坪前坐满了前来报到的家长和孩

子们。他们身着艳丽的服装，迎接开学典礼这一隆重的时刻。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

院的努力下，附属小学已于五月份将汉语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暑期也进行了少儿汉

语兴趣班培训。九月份正式开课，从周一到周五，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班

有一个课时的汉语课。

中方院长胡亮才在讲话中谈到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给非洲带来新

的契机，语言是中非发展的重要桥梁，需要从娃娃抓起。在一个多语的环境中成长

可以使小孩变聪明，特别是汉语的文字结构特别漂亮，发音抑扬顿挫有音乐的美感。

小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快，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学一门汉语将来会拥有更多选

择机会，不论是去中国留学深造还是建设自己的国家。最后胡院长还表达了对家长

的感谢和对学生的祝福。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为附属小学专门配备了两位汉语教师进行教学和开展文

化活动，并给该校学生免费赠送《快乐汉语》第一册教材。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是

第一个将汉语纳入课程体系的小学，全校师生共计 1800 多人。截至目前，此小学

已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一年半，正积极准备孔子课堂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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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前两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到今年下半

年，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及周边地区共建立教学 14 个，今年开展了教学与文化活动

的教学点有 11 个，学习汉语的大学、中小学生及社会人士共 5025 多人次，其中

2018 年上半年学习人数约为 1654 人次，下半年学习人数约为 3371 人次。有 5 个

教学点将汉语纳入了该校课程体系，注册人数约 4000 人。孔子学院全年开设有汉

语公选课、初级汉语、HSK1 课程、HSK2 课程、太极、书法等语言、文化、培训类

课程 20门。

下面从师资力量建设、教学点设立、课程开设等方面对孔子学院一年来的教

学工作做总结：

一、教学师资

2018 年，孔子学院的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今年新增了两位公派教师和两位

本土教师，第一批 6 位志愿者教师中有 5 位于今年下半年离任，第二批志愿者教

师分别于今年 6 月和 9 月到岗，共 5 人。目前，孔子学院共有 14 名汉语教师，

其中公派教师 4 名：曾卫军、郭静、廖玉美、钟真；志愿者教师 7 名：黄勤海、

王雯丹、孙基云、谢学望、曾思梦、任超凡、蒋惠敏；本土教师 3 名：Mr.James 

Opoku-Darko、Mr.Raymond Asamoah、Ms.Emelia Ansong。每位老师根据汉办要求

都教授了汉语课程，人均周课时达 16节。

二、孔子学院教学点情况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新增教学点 4 个，目前已有 14 个教学点。教学

点名称如下：

1. 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 University Pratice Senior High School (UP-

SHS)

2. 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UPS) 

3. 温尼巴佩瑞斯大学学院 Perez University College

4. 海岸角技术大学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CCTU)

5. 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 Mfantsipim Senior High School

6. 佩恩尼尔国际学校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2018年 6月）

7. 韦斯特恩国际学校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2018年 9月）

海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教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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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克拉底技术大学 Takoradi Technical University （2018年 10月）

9. 西部地区莎玛高级中学 Shama Senior High School

10. 塔克拉底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 Keda (Ghana) Ceramics Company

11. 青建国际（加纳）发展有限公司

12. 海岸角移民局 Immigration Office

13. 海岸角警察局 Police Office

14. 埃尔米纳成人汉语教学点 Elmina Workers（2018年 10月）

上述教学点中，今年上半年开展了教学活动的有 9 个，下半年开展了教学活动

的有 11个教学点。

三、教学管理与监督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已有教学管理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了教学管理与监督工作。

2018年上半年制定了教学质量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孔子学院教学管理制度。

2018 年下半年进一步强调了代课及请假制度。

2018 年每学期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安排招生宣传、教学任

务、课程设置、备课、听课、考试等日常教学工作。

2018 年上学期进行了教学检查，情况良好。下学期将于考试结束后上交各类教

学资料并进行教学检查。

孔子学院采用海岸角大学学生课程评价表在每学期结束对每位老师所担任的课

程进行学生评价；年终由院长及教学负责人对每位老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

四、孔子学院课程开设与学习人数

2018 年全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的课程共有 20 门。上半年开设有 14

门课程，下半年开设有 17 门课程。20 门课程中语言类课程有 6 门：汉语公选课、

初级汉语，HSK1 课程，HSK2 课程，HSK3 课程，少儿汉语。文化类课程 10 门：太

极和武术、书法、手工、中国影视欣赏、中国文化简介、中国画、麻将、象棋、中

国歌曲、中国舞蹈等。培训类课程 4 门：“汉语桥”培训、中国夏令营培训、HSK

考前培训和本土教师培训。语言类课程采用的教材主要是《HSK 系列教程》和《快

乐汉语》。

2018 年全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进行了汉语教学的有海岸角大学本部及 11

个教学点，有 5 所学校将汉语纳入了其课程体系。其中海岸角大学（汉语公选课

LAR120，旅游专业汉语选修课）、海岸角附属小学、佩恩尼尔国际学校、韦斯特恩

国际学校等 4 所学校将汉语教学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海岸角技术大学将“非洲中

国研究”课程纳入其选修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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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大学、中小学生及社会人士共 5025 多

人次。2017 年汉语学习人数为 2092 人次，今年增长 2933 人。其中 2018 年上半年

学习人数约为 1654人次，下半年学习人数约为 3371 人次。具体学习人数见下表：

教学点名称 2018 年上半年 2018 年下半年 合计

汉语课程及学习人数 汉语课程及学习人数

1.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本部

海岸角大学全校汉语

学分公选课 504 人，

旅游专业汉语学分课

60 人。孔子学院 Out-
reach 初级汉语、HSK
课程，中级汉语、汉

语桥培训、夏令营培

训等各门课程约 200
人。

海岸角大学旅游专业

汉语学分课 60 人，

孔 子 学 院 Outreach
初 级 汉 语、HSK1、
HSK2、HSK3 等 各 门

课程约 440 人。

1264

2.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UPS)

少儿汉语 180 人（暑

期汉语兴趣）

少儿汉语 1800 人（纳

入学校课程体系）

1980

3. West End Interna-

tional School

/ 少儿汉语 300 人（纳

入学校课程体系）

300

4. Penuel Internation-

al School

少儿汉语 530人 汉儿汉语 530（纳入

学校课程体系）

1060

5.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CCTU)

初级汉语，HSK1 课程

共 40 人

初级汉语，HSK1 课程

共 25人

65

6. University Pratice 

Senior High School 

(UPSHS)

文化课程 60人 初级汉语 100 160

7. Mfantsipim Senior 

High School

初级汉语 30人 初级汉语和 HSK1 课

程共 20人

50

8. Keda (Ghana)

Ceramics Company 

(Takoradi)

初级汉语 20人 初级汉语 20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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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rez University 

College

初级汉语 30人 初级汉语 30人 60

10. Elmina Workers / 初级汉语 30人 30

11. Immigration Office / 初级汉语 16人 16

合计 1654 人 3371 人 5025人

五、孔子学院教学成果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共 4 学生通过了 HSK3 级的考试，有 3 名学生获得

了孔子学院奖学金，3 名学生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政府奖学金，有 12

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1名学生获得“一带一路”奖学金。

2018 年上半年加纳赛区汉语桥比赛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威廉获得三

等奖，李寻欢获得优胜奖。

2018 年 12 月 2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进行第一次 HSK 汉语水平考试，这

次考试之后，会有更多的学生能获得 HSK1、HSK2、HSK3 级的证书。

六、孔子学院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学习人数不断增加，部分学校将汉语课

纳入课程体系后，较好地解决了前两年学习人数不稳定的问题；通过加强宣传招生

及在宣讲会上做好课程介绍，也较好地解决了孔子学院本部语言类课程学生易流失

的问题 ,2018 年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

1. 汉语公选课分班的问题

    2018 年上学期海岸角大学汉语公选课 LAR120共有学生 504人，只开了 1个班。

班级人数太多影响教学质量，也难以有效地管理学生。2019 年应早点与海岸角大

学相关部门协商分班，以便于教学。

2. 文化课学生人数少的问题

2018 年两个学期都存在部分文化课学习人数少的问题。除太极、中国影视欣

赏学生人数较多外，其他课程人数比较少，学员流失快，但是也有真正喜欢的学生

坚持在学。这个问题在明年应采取相应策略进行解决，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将中

国文化教学与俱乐部活动结合起来，不再单独开设固定的文化类课程；二是继续保

留每周固定的文化类课程，但在招生时加大宣传力度，改进宣传方式；在宣讲会上

突出文化课的介绍，让学生对各类文化课程有深入的了解；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展览、

比赛等环节，采取一定的物质和经济鼓励措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具体选择

哪一种方案可在全体教学会议上进行讨论后决定。

3．教学任务平衡的问题

今年孔子学院教学点和学习人数不断增加，各个教学点的情况又不一样，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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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教学难度、教学任务轻重等方面有一些不平衡的情况。有些教学点离本部

海岸角大学比较远，需要住校；有些教学点需要在周末上课；有些小学教学点教学

班级比较多，课堂纪律不好管理；有些教学点的教学条件比较差；有些课程需要早

晚教学；本部的有些文化课程学习人数少等。

由于上面各个教学点呈现的这种情况，本学期在进行教学任务分配时出现了一

些困难：一方面教学点越来越多，开课时间不定，有些教学点在周末、晚上、早上

开课。教师还有行政工作，天气的燥热会让教师觉得很疲累。另外一方面，孔子学

院可针对不同教学点的情况进行合理分配，尽量使每位教师在教学难度及课时量上

保持平衡。如，去小学部上课的老师不再担任本部公选课或其它汉语课程的教学；

需要在早晚及周末教学的老师可在平时进行调休；去外地教学点的教师可适当轮换

等。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的是，在进行教学任务轻重的协调中还应该考虑到教师及教

学的连续性。频繁更换教师一方面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另外一个方面，也难以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七、 结语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在院长、老师和员工们的共同努力下，

发展迅速，汉语教学的重心也正在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汉语教学的质量会不断提高，孔子学院通过 HSK 各级考试的人数以及获得各类奖学

金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汉语教学管理会越来越规范和完善，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也

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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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分为三大类

1．HSK 考前培训

2．“汉语桥”比

赛培训

3．企业员工培训

4．夏令营培训

1．太极

2．书法

3．手工

4．中国歌曲

5．中国舞蹈

6．中国画

7．象棋

8. 麻将

9. 武术

10. 中国影视欣赏

11. 中国文化简介

1． 汉 语 本 科 专 业
课程（申报中）
2． 学 分 课 程：
汉 语 公 选 课
（LAR120）、旅游
汉语
3． 非 学 分 课 程：
初级汉语、中级汉
语、高级汉语（未
开）
4．中小学汉语

语言类 文化类 培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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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总部 2018 年上半年课表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OF CI  TIME TABLE

1 2 3 4 5 6 7 8

时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2:30pm
2:00pm 第五节 第六节

星期一
TAICHI 

COURSE,Mr.Sui 
Yan

BREAK

CHINESE CULTRAL 
INTRODUCTION

(Ms.Ren Zhen)

BEGINNER 
COURSE GROUP1

(Mr.James)

星期二
TAICHI 

COURSE,Mr.Sui 
Yan

BEGINNER COURSE 
GROUP2

(Ms. Ma Dandan)

BEGINNER 
COURSE GROUP3

(Mr.James)

星期三
TAICHI 

COURSE,Mr.Sui 
Yan

BEGINNER COURSE 
GROUP4

(Ms. Ren Zhe)

HSK COURSE
GROUP1

(Ms.Guo Jing)

星期四
TAICHI 

COURSE,Mr.Sui 
Yan

HANDCRAFT
(Ms.Ma Dandan)

HSK COURSE
GROUP2

(Ms.Zeng Weijun)

星期五
CALLIGRAPHY

(Ms.Wang Wendan)
CHINESE SONG

(Ms.Lei Qiongyan)

BEGINNER COURSE 
GROUP5

(Ms.Hou Shiying)

INTERMEDIATE 
COURSE

(Mr.Huang Qinhai)

星期六
BEGINNER COURSE 

GROUP6
(Mr.Sui Yan)

BEGINNER COURSE 
GROUP7

(Mr.Lei QIONG Yan)

BEGINNER COURSE 
GROUP8

(Ms.Wang Wendan)

CHINESE MOVIE 
APPRECIATION
(Ms.Hou Shiying)

VENUE:   CESLT BASEMENT CHINESE CLASSROOM / CONFUCIUS INSTITUTE / ENGLISH LAN-
GUAGE PROFICIENCY CENTRE

GREAT OPPORTUNITIES AWAIT YOU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总部 2018 年下半年课表一
TIME TABL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S AT UCC

1 2 3 8 10
时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星期一
CHINESE MOVIE AP-

PRECIATION
(Mr.Ren Zhe/Mr.Raymond)

BEGINNERS COURSE 
(Group1)

(Mr.Raymond)

星期二
TAIJI AND KUNGFU
( Ms.Liao Yumei)

BEGINNERS COURSE 
(Group2)

(Ms.Xie Xuewang)

BEGINNERS COURSE 
(Group3)

(Ms.Zhong Zhen)

BEGINNERS COURSE 
(Group4)

(Mr.James)

BEGINNERS COURSE 
(Group5)

（Ms.Emelia）

星期三
BEGINNERS COURSE 

(Group6)
(Mr.Huang Qinhai)

BEGINNERS COURSE 
(Group7)

(Ms.Xie Xuewang)

BEGINNERS COURSE 
(Group8)

（Mr.Raymond）

READING
(L0C. Teacher TRAINING 

2)
(Ms. Ren Zhe/Ms.Zhong Zhen)

星期四
TAIJI AND KUNGFU

(Ms.Liao Yumei)

BEGINNERS COURSE 
(Group9)

(Ms.Ma dandan/Ms.Huang 
Qinhai)

BEGINNERS COURSE 
(Group10)

(Ms.Zhong Zhen)

BEGINNERS COURSE 
(Group11)

 (Mr.James)

WRITING AND SPEAKING
 (LOC. Teacher TRAINING 

2)
(Ms.Zeng Weijun)

星期五
BEGINNERS COURSE 

(Group12)
(Mr.Huang Qinhai)

BEGINNERS COURSE 
(Group13)

(Ms.Liao Yumei)

CHINESE MAHJONG 
(Ms.Ren Zhe)

CHINESE BRIDGE TRAIN-
ING

(LANGUAGE)
(Mr.Sun Jiyun)

VENUE:   CESLT BASEMENT CHINESE CLASSROOM / CONFUCIUS INSTITUTE /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CEN-
TRE

GREAT OPPORTUNITIES AWAI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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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总部

2018 年下半年课表二
TIME TABL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S AT UCC

1 2 3 4

时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星期一
CHINESE DANCE

(Mr.Sun Jiyun)

CHINESE 

DANCE

(Mr.Sun Jiyun)

HSK1 Group1

(Ms.Xie Xuewang)

HSK 2 Group 1

(Ms.Zeng Wei-

jun)

星期二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Ms.Xie 

Xuewang)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Ms.

Xie Xuewang)

HSK1 Group2

(Ms.Ma andan/

Ms.Wang Wendan)

HSK 2 Group 2

(Mr.Sun Jiyun)

星期三
CHINESE SONG

(Ms.Zhong Zhen)

CHINESE SONG

(Ms.Zhong Zhen)

HSK1 Group3

（Ms.Wang Wen-

dan）

HSK 2 Group 1

(Ms.Zeng Wei-

jun)

星期四

CHINESE PAINT-

ING

(Ms.Zeng Weijun)

CHINESE 

PAINTING

(Ms.Zeng Weijun)

HSK1 Group4

(Mr.Sun Jiyun)

HSK 2 Group 2

(Mr.Sun Jiyun)

星期五

CHINESE HAND-
CRAFT 

(Ms. Ma Dandan/
Ms.Xie Xuewang)

CHINESE CHESS
(Ms.Ren Zhe/

Ms.Zeng Weijun)

CHINESE 
BRIDGE TRAIN-

ING
(TALENT ) (Ms.

Ma Dandan/Ms.Sun 
Jiyun)

CALLIGRA-
PHY

(Ms. Zeng Wei-
jun)

VENUE:   CESLT BASEMENT CHINESE CLASSROOM / CONFUCIUS INSTITUTE /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CENTRE

GREAT OPPORTUNITIES AWAI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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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9月—11 月）教学点教学安排表
No. CHINESE TEACHING CENTERS TEACHING ARRANGEMENT

1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UPS)

South Campus : Ms.Guo Jing and Ms.Zeng Simeng: 

Monday-Friday, 8:15am-1:15pm 

Mr.Raymond: Tues. 8:15-8:45am

Ms. Zeng Weijun :Wed. 8:45am-1:55pm

North Campus (Basic School Annex )

 Ms.Emelia : Monday and Tuesday afternoon

Mr.Raymond :Thursday and Friday morning

2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Mr.Ren Chaofan and Ms.Jiang Huimin: Monday - 

Wednesday

3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Mr.Ren Chaofan and Ms.Jiang Huimin: Thurday- Friday

4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CCTU)

Ms.zhongzhen : Friday 3:00-5:00pm

Mr.Raymond : Saturday 9:00-11:00am

Ms.Emelia: Saturday 9:00-11:00pm

5
University Pratice Senior High 

School (UPSHS)

Ms.Emelia and Ms.Liao Yumei : Thursday-Friday 2:30-

3:30

6 Mfantsipim Senior High School

Ms.Sun Jiyun : Saturday 2:00-3:30pm, Sunday 11:00am-

1:00pm

Ms.Liao Yumei；: Saturday 2:00-3:30pm, Sunday 

11:00am-1:00pm

7
Keda (Ghana) Ceramics Company 

(Takoradi)

Ms.Wang Wendan :  Monday and Thursday afternoon, 

5:00-7:00pm

8 Perez University College Mr.James Opoku-Darko; Friday 8:30-10:30am

9 Elmina Workers Mr.James Opoku-Darko: Wednesday 5:00-6:00pm

10 Immigration Office Mr.James Opoku-Darko: Wednesday 2:30-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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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孔子学院奖学金获奖情况

“一带一路”奖学金

“丝路学院”政府奖学金

Nana Kobina Nyankah

姓名

湖南城市学院

录取院校

汉语专业

专业

Emmanuel Frimpong
Sarpong

 姓名 录取院校专业

Ridwan Abukari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Marfoah Tenkorang

当代中国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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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奖学金

“ 中国政府 ” 奖学金

网址：http://www. csc. edu. cn

网址：http://www. cis. chinese.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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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姓名

Some Winnel Laetitia

Josephine Akua Ackah

Dzakpasu Issac

Abigail Yeboah

专业

中医

汉语

汉语

汉语

录取院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大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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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专业 姓名 录取院校

Michael A. Bremang 电子科技

Sophyani B. Yussif 电子科技

湖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Joseph Eshun 国际贸易 山东大学

Mark Mensah Yayson 商务贸易 浙江大学

Emmanuel K. Arthur 经济贸易 太原科技大学

John Ampong 经济学 厦门大学

Kyie Baffour Tutu 经济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会计

会计

会计

会计

经济学

Dorcas Nduakoh

Emmanuel O. Yeboah

Love Fianyor

Ebenezer Effah

Emmanuel Of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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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文化活动和讲座07



72



73

2018
春节
&

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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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24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了2018年春节活动。活动入场前，

每个人都会收到特别制作的卡片。在这个卡片上集齐了六个签名，可以给中外方院

长拜年领红包。

在活动开幕式上，中方院长胡亮才和外方院长 Ishmael Mensah 向大家介绍了

春节及一些春节习俗，表达了对所有人的新年祝福。此次活动设置了六个挑战点，

每个关卡有一个负责的汉语志愿者教师，闯关成功者则会获得关卡负责人的签名，

集齐所有签名者可以到达最终关卡——完整表达新年祝福语，向中外方院长拜年，

然后闯关成功者可以获得来自中外方院长的红包。

“一直对中国的酒文化略有耳闻，这一次更加知道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了，

原来喝酒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和礼仪，今天开眼界了！感觉非常有意思！”在第一关

看别人品酒有点望而却步的学生阿信（Amin）如是说。

“你们知道十二生肖么？知道十二生肖的故事么？”“你们知道 2018 年是属

于哪一个生肖年么？”“你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生肖年么？”来到第五关卡的学

生们遇到了以上一连串问题，“乍一听到这些问题，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在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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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卡一 关卡二

关卡三 关卡四

关卡五 关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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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你说我画

拜年红包

我们没有十二生肖这样的说法。”孔子学院教学点之一海岸角技术大学汉语教学负

责人 Mr.Kwame Tenadu 说，“但是我作为第一个来到第五关卡的闯关者来说，我

立刻开始学习并记忆展板介绍上的信息，然后成功答出问题，得到第五个签名。今

天我才知道十二生肖和其中蕴含的有趣故事。 ”

活动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向全国人民拜年啦”的祝福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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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节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6 月 18 日上午九点，海岸

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其教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

（University Practice Senior High School）举办了以“勇

敢、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端午节活动。加纳中部省教育

厅厅长简·萨拜娜·欧本（Jane Sabina Obeng）、海岸角

大学中方院长胡亮才 (Prof.Hu Liangcai)、外方院长伊什

梅尔·门萨（Prof.Ishmael Mensah）、海岸角大学附属高

中校长柏丽娜·娜雅卡 (Paulina Nyankah)、加纳国基高

级中学（Ghana National College）、海岸角大学附属小

学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等约 2000 名师生参加

了此次活动。

海岸角大学附属高中校长柏丽娜·娜雅卡 (Paulina 

Nyankah) 致开幕词，她积极肯定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

附属高中建立汉语教学点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成绩及给师生

带来的良好影响，同时鼓励学生们继续重视汉语学习，为

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机会。

接着，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向在座师生详细介绍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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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节的历史由来，他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图腾文化说起，特别介绍了屈原精忠报国的

故事和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粽子的制作方法等，并邀请学生和观众现场品尝

孔子学院带来的粽子。现场师生在听完中方院长胡亮才的讲解后对端午节有了全新

的认识。

随后，加纳中部省教育厅厅长简·萨拜娜·欧本女士发言，她高度赞扬了海岸

角大学孔子学院自建立以来在加纳中部省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表达了她对中国传

统佳节的祝福。她说，“孔子学院给海岸角、给加纳中部省乃至全国都带来了新的

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

活动开幕式表演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海岸角乐队表演独具特色。海

岸角大学附属高中学生带来了一系列包括太极、中国歌舞等在内的文艺节目，精彩

的表演赢得喝彩声不断。表演最后是加纳文化展示，学生们表演了传统的非洲鼓和

非洲舞蹈。整个表演期间，观众发出阵阵掌声和惊叹声，全体师生也都沉浸在节目

氛围中。开幕式表演后，活动的第二个环节是中国传统竞技游戏比赛，中国传统竞

技游戏比赛是整场活动的高潮——拔河比赛首轮由加纳海岸角大学附属高中对决加

纳国基高中，队员们摩拳擦掌，摆好阵势，裁判一声令下，双方鼓足劲，使劲往后

拉。经过 3 个回合，附属高中胜出。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全体员工包括中外方院长和附属高中的老师也进行了一场对决，比赛现场引来观众

不断的惊呼声和欢笑声。拔河比赛结束，又进行了传统的板羽球对垒赛和踢毽子比

赛。其中踢毽子比赛中，有的同学用到了顶足球的方法，精湛的技术赢得现场的掌

声、欢呼声和喝彩声。比赛结束，中部省教育厅厅长、附属高中校长和海岸角大学

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为获胜队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奖品。

本次端午节活动的成功举办，使加纳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加纳国基高中、

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全体师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调动

了同学们学习汉语、参加中国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有的学校当场提出邀请，希望孔

子学院下次去他们学校举办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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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8 年 5 月 3 1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新增教学点佩恩尼尔国际

学校汉语教学点启动仪式在该校举行。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正式

将汉语纳入该校课程体系，排入学生日常上课课表。佩恩尼尔国际学校位于加纳中

部省东北部的卡苏瓦市，在校学生八百多人。校园干净整洁，校舍精致漂亮，在当

地居民中享有较高声誉。

   出席启动仪式的嘉宾有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佩恩尼尔

国际学校校长 Mr. Alex Lavoi、佩恩尼尔国际学校国际部主任 Mr.Eric Ekow 

Ewusie、阿克拉 DHL 公司主任 Mr.Samuel Dadzi、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曾

卫军老师和郭静老师等。启动仪式在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中方人员的掌声中拉开序幕，

埃里克校长致欢迎词，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及老师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并致以衷心感谢，希望能够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保持长期合作。此次项目联系

人佩恩尼尔国际学校国际关系部主任 Alex 也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汉语课程的开

设能够为学生的未来带来更多的机遇，希望学生能够认真努力地学好汉语，更多地

了解中国文化。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发表了讲话，他向该校师生详细介

绍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历史、开设的语言课程及文化课程、孔子学院举办的

各类活动以及 HSK 考试、YCT 考试和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等，希望孩子们能够坚

持学习汉语，长大后争取机会到中国留学。胡院长的发言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

孩子们热情高涨，掌声不断。

   启动仪式中，孩子们还表演了各种生动有趣的节目。最后，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胡亮才与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校长一起签订了双方合作协议（MOU）。与会嘉宾

及学校部分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是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汉语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教

学点之一，也是孔子学院汉语推广工作由海岸角市向中部省其它市区延伸的一大

佩
恩尼尔国际学校汉语
教学点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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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进展。目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已开设 12 个汉语教学点，教学点的开设

逐渐由海岸角市区向外延伸，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是孔子学院在中部省其它市区

开设新教学点并将汉语教学纳入课程体系的又一成果。该校安排每周一至六年

级各班级学生星期四、星期五上汉语课，启动仪式的当天下午就开始了汉语与

中国文化体验教学。孔子学院每周派遣两位汉语老师从海岸角市去该校上课。

该校校长进一步表示，汉语课程的开设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学校的学生来

学习汉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佩恩尼尔

国际学校能够成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卡苏瓦市的汉语教学中心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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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8 月 4 日上午十点，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

教学点——佩恩尼尔国际学校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 成功举办了学生毕

业典礼和汉语教学结业仪式。该校董事会相关成员、校长艾利克斯（Mr.Alex 

Lavoe）、校长夫人梅茜（Mrs.Mercy Lavoe）、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门萨（Prof.Ishmael Mensah） 、公派教师曾卫军等人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此次

活动并表达了诚挚的祝福。

        佩恩尼尔国际学校于今年五月正式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成为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点，是首批正式将汉语教学纳入其课程体系的教学点

之一。本学期已开展为期两个多月的汉语课程，包括汉语语言学习和中华才艺的学

习，学习汉语的学生现已超过 500 人。校长艾利克斯计划下学期将开设更多的汉语

课程，争取让全校学生都有机会学习汉语，营造一个好的汉语学习氛围。

        此次活动在学生们欢快的舞蹈表演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喜欢用载歌载舞的方

式传情达意的加纳学生们又表演了一系列加纳歌舞节目，还表演了当下中国流行的

舞蹈《海草舞》，字正腔圆地朗诵了中国国学经典《三字经》。在幼儿园小朋友演

绎的师生共处的场景中，既有师生其乐融融的情节，又有由老师和来自加纳不同地

区的学生穿着当地特色服饰表演的传统歌舞，他们的生动演绎，让来宾们在感受加

纳传统文化的同时，仿佛又回到了天真快乐的学生时代。学生们虽然稚气未脱，却

毫不怯场，自信十足，他们洋溢着活力，散发着朝气，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

宴，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当中国传统文化与非洲加纳文化“相遇”，当中国流行舞蹈与加纳传统舞蹈相

碰撞，总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虽然我们的语言不相同，但艺术与微笑无国界。

微笑和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在真诚的微笑中读懂彼此的善意，在不同艺

术表演的交融中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盛宴。

        在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门萨的致辞中，他先用简短的中文问候了在场的来宾，随

佩
恩尼尔国际学校

汉语教学点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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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总结评价了佩恩尼尔学校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教学活动以及国家汉办对加纳中文

教育的大力支持。门萨在介绍孔子的教育理念时说道，孔子学院似纽带、如桥梁，

加深了中国和加纳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为加纳人民提供了学习汉语语言与中华

才艺的平台。此外他还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

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引发在场家长们的思考。在发言的最后，

门萨以孔子学院学生获得参加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夏令营活动的机会并已前

往中国一事，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中文。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孔子学院为世界各地想要学习汉语的

学生们提供汉语学习的平台。相信在中加人民互相学习、共同助力下，中加友谊也

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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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韦思特恩国际学校（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在加

纳中部地区卡苏瓦市举行教学点签约仪式于加纳时间下午三点正式举行，在简短而

庄严的祷告之后，主持人向在场嘉宾们介绍各方代表，并对来宾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随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发言，胡亮才表示很高兴能和韦思

特恩学校合作，希望学生们能认真对待汉语课程，刻苦学习。

       韦思特恩校长表示，中国发展速度让人为之叹服，汉语学习将成为流行趋势。

能有机会将中文纳入课程体系，为全校六百多名学生开设汉语课程，他很高兴，并

表示希望学生们能认真学习，将来有一天能去中国发展。

       发言结束后，各方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建设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加纳中部地区

教学点的协议文件。会议结束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接受当地媒

体的采访，并在校方的带领下参观了教学点的建设情况。

       在成功签约此教学点之前，合作双方已有长达半年的探讨。作为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首批正式将汉语教学纳入其课程体系的教学点，它的开设将有助于促进汉语

在加纳中部地区的发展。据悉，韦思特恩教学点将在 9 月 10 日正式开设汉语课程

和才艺表演课等相关课程，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派出两位志愿者老师到此教学点

开展教学工作。

韦 思特恩国际学校教学
点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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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9 月 10 日下午四点半，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科达（加纳）

陶瓷有限公司举行了第一期本地员工汉语培训结课暨第二期开课典礼，此次典礼

到场的领导有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厂长吴庭、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 门萨（ISHMEAL MENSAH）。参

加此次活动的还有孔子学院公派教师郭静、志愿者教师王雯丹、公司各个部门经

理和车间主任、第一期学员和第二期学员等共 80 人。

          此次本地员工培训历时六个月，培训内容有中国汉语课、剪纸课和中国书法体

验课等。培训注重贴近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增强员工对中国文化和公司文化的理解。

典礼开始，总经理李伟为此次活动致开幕辞，致辞充分肯定了孔子学院对本地员工

培训取得的成果，希望公司能够与孔子学院长期合作。第一期学员排练的加纳舞蹈

闪亮登场，展现了本地员工不一样的风采。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 门萨为第一期培训

做总结致辞，表示孔子学院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中企教学点的培训，希望孔子学院老

师能够根据公司需求开发更多实用的课程。

        接下来，学员艾玛作为优秀学员代表用流利的中文发言，艾玛表示在此次培训

中，丰富多彩的培训课程让员工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对

于本地员工融入企业有很大的作用。培训虽然结束了，但是学习不会止步，希望下

一期学员好好珍惜培训机会。

       此次顺利结业的学员有十六人，中方院长胡亮才和总经理李伟为学员颁发了结

业证书，发放了纪念品。考试前三名学员获得了“优秀学员奖”，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 门

萨和厂长吴庭为优秀学员颁发了奖品和奖品证书。孔子学院学生李寻欢带来了单人

独唱表演《我和我的祖国》，他的精彩表演让在座的各位都感受到了孔子学院学生

的风采。

       第一期培训结束了，中方院长胡亮才为第二期培训致辞。胡院长提到孔子学院

科 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第一期本地
员工汉语培训结课暨第二期开课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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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合唱：《送别》

总经理李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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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企的合作意义深远，培训不但要注重汉语培训，更要传播中国文化和企业精神，

让员工更好地融入企业。接下来的一期培训要再接再砺，更要贴近员工的工作需求。

阿贝娜（Abenna）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感谢公司大力支持并组织这次培训，参加培

训的学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 门萨和总经理李伟一起为新生颁发

了录取证书，发放了纪念品。紧接着，孔子学院教师王雯丹和学员代表艾玛一起朗

诵了诗歌《再别康桥》。最后，教师王雯丹做指挥，第一期学员带来合唱节目《送

别》。

          孔子学院与中企联合举办的培训要注重创新，不断地完善培训体系，在培训本

地员工的同时可以向公司推荐更多的汉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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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影

师生表演《再别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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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纳非政府组织——亨内斯生活指导
组织为青年妇女举办创业研讨会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21 日，海岸角大学老校区为已有或准备筹划建立

其企业的年轻妇女举办有关创业事宜的研讨会，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胡亮才教授、加纳海岸角孔子学院部分教师出席了此次活动。

   此次会议主要由研讨会、贸易展览会和技能培训三部分组成。研讨会的专家

们表示两性平等，女性在当下有很多获得工作的机会，鼓励女性走出家门，经商

致富。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表示，中国是加纳最大和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 , 两国需要建立良好的中加纳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开

放，中加企业合作机会良多，可互利互惠。胡院长指出，中国制造，物美价廉，

又重点跟听众们介绍了中国茶叶。胡院长阐述了中国在茶叶生产制造方面的悠久

历史，介绍了喝中国茶在减肥 , 净化身体等方面的功效，并建议企业家走零售的

销售模式。会后胡院长接受电视和欢乐新闻采访 , 详细阐述了中加纳关系。

   在贸易展览会环节，孔子学院老师曾思梦向观众们展示了茶艺，给观众们讲

解了茶的饮用，功用等方面的知识，并让向观众们示范了泡茶的几道工序，请观

众们体验并品茗，观众们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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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欢度
中秋，喜迎国庆”主题活动

       2018 年 9 月 24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恰逢海岸角大学开放日，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图书馆前坪会场举办了以“欢度中秋 , 喜迎国庆”为

主题的文化活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孔子学院老师、海

岸角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由展示中国文化用品、介绍中国

文化、观看中国文化表演、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等环节组成。

         万里度中秋，浓浓中国情。活动伊始，孔子学院老师们向观众展示了中国的笔

墨纸砚、传统服饰、民族乐器、国画、象棋、脸谱等物品。随后老师们跟观众们介

绍了中秋节的由来、“嫦娥奔月”和“后羿射日”等传说故事，还介绍了中国人庆

祝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并现场教孔子学院新生们学说“中秋快乐”、“国庆快乐”、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中文。

       每年大学开放日，海岸角大学大部分师生都会前来开放日活动举办地参加活动。

利用海岸角大学开放日契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制作了八块大型宣传展板，摆放

于图书馆前坪，形成一条街，展板内容包括孔子学院课程介绍、文化活动介绍、孔

子学院成果展示等，展板展示成为此次活动亮点，吸引了大量观众。

         活动中，孔子学院老师们邀请并指导观众体验制作花灯、折玉兔、写书法的乐趣。

制作花灯、玉兔折纸简单易学，书法的一笔一画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观众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最后，活动在孔子学院学生钟飞 ( Seyram  Amedede) 的太极表演和孔子学院老

师的乐器演奏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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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当地时间 10 月 18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一行四人

前往塔克拉底技术大学出席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与塔克拉底技术大学校长约翰·弗

兰克·艾森教授（Prof. Joseph·Frank·Eshun）签订了共建汉语教学点协议。塔克

拉底技术大学语言中心主任布莱斯·马克布莱克博士（Dr. Prize Mcapreku）以及该

校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等三十多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塔克拉底技术大学校长约翰·弗兰克·艾森教授（Prof.  Joseph·Frank·Eshun）

致欢迎词，对胡院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很荣幸能与海岸角大学孔子

学院合作建立汉语教学点，也会全力支持塔克拉底技术大学的汉语教学工作。签约

之前播放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运行两周年纪录片，胡院长向塔克拉底技术大学各

级领导介绍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文化活动以及成立至今所取得的成就。

        协议签完后，胡院长继续讲话，着重介绍了学生夏令营访华、教育工作者代表

团访华、汉语桥、新汉学计划、孔子学院大使奖学金等孔子学院常规项目以及中非

城市发展论坛这一特色项目，鼓励与会人员参加并动员学生学习汉语，推动塔克拉

底技术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与交流。胡院长特别要求将汉语纳入塔克拉底技术大

学课程体系，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汉语前

往中国深造。与会的各级领导对胡院长的建议表示赞同。语言中心主任布莱斯·马

克布莱克博士表示将会努力推动塔克拉底技术大学汉语学分选修课的工作，力争在

明年春开设汉语学分选修课。

        塔克拉底是加纳西部省首府，也是加纳第二大港口，有很多中资企业驻扎，当

地人对汉语学习的需求量大。塔克拉底技术大学汉语教学点的开设将会为当地人民

提供一个良好的汉语学习平台，同时也将为中资企业提供符合要求的汉语人才。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塔克拉底技
术大学举行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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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11 月 16 日上午，海岸角大学

孔子学院在其下属教学点韦斯特恩国际学校（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举办了 2018 年中国大使奖学金颁

奖典礼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年终汇报演出。中国驻加

纳大使王世廷先生、加纳加南市议会教育局局长费里西

亚 · 欧凯女士 (Ga South Municipal Assembly ,the Municipal 

Director of Education FeliciaOkai Agyeibea)、 韦 斯 特 恩

国际学校执行理事长乔 · 阿杰坤先生（Mr.Joe Adjekum 

,Executive Director of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韦斯特恩大学学院校长本 · 奥杜罗教授（Professor Ben 

Oduro，Rector of  West End University  College ）、 韦

斯特恩国际学校事务律师欧克齐勒 · 阿杜萨先生（Mr.

Okerchire. Adusah,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韦

斯特恩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点负责人伊曼纽尔 · 特迪博士

（Coordinatorof Chinese Language at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中国第七批援加纳医疗队代表、科达（加纳）

陶瓷厂有限公司代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

才 (Professor Hu Liangcai)、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什梅尔 ·门

萨（Prof.Ishmael Mensah）、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全体教

2018 年中国

大使奖学金

颁奖典礼暨

 暨

海岸角大学

孔子学院年

终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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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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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及各教学点师生等约 7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先，韦斯特恩国际学校执行理事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王世廷大使一行表示

热烈欢迎，对中国驻加纳大使馆支持孔子学院教学点的建设表示衷心感谢，对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为汉语教学及文化推广工作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谢

意，并表示今后将力所能及地推动汉语教学在该校的发展。外方院长门萨致辞，

详细介绍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发展现状，他表示，中加两国友谊深厚、商贸关

系良好，接着介绍了当前学习汉语的美好前景，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中文，学好中文，

为将来的中加交流和经贸往来贡献力量。

    加南市议会教育局局长表示，希望孔子学院能多举办这类兼具表演性、艺术

性的文化汇演活动，这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知与理解、扩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两年来在推

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希望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进一

步丰富课程内容 , 创新管理理念 , 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中国大使馆也将不遗余

力地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中加两国建交历史悠久，友谊深厚，今年中加两国总

统会面并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为中加关系增添了新动力。中国将继续与加纳加强

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纳留学中国的人数在非洲国家中位居榜首，

中国将继续为加纳莘莘学子的未来提供更多求学机会。王大使在恭喜学生获得奖

学金的同时，鼓励学生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随后王大使亲自给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获奖学生颁发大使奖学金，获奖学生来自海岸角大学本部及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教学点如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母校）、海岸

角大学附属小学、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韦斯特恩国际

学校、海岸角技术大学、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中部省移民局、佩瑞兹大

学学院等。颁奖后，获奖学生代表阳光用流利的中文发表获奖感言。

   本次活动在教学点佩恩尼尔国际学校学生表演的歌舞《爱我你就抱抱我》中

拉开序幕，接着，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李寻欢（中文名，英文名为 Issac）

声情并茂地献上歌曲《我和我的祖国》，随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师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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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健身气功·气舞表演、武术与舞蹈表演和中国功夫表演。汉语教学点海岸角大

学附属小学表演了当下流行的舞蹈《学猫叫》，孔子学院大学生的团体太极表演

整齐划一，韵味十足。孔子学院老师和韦斯特恩老师合唱由中国歌手黄家驹为非

洲黑人领袖曼德拉所创作的《光辉岁月》，各个精彩节目让现场气氛几度高涨。

此次汇演尽显孔子学院师生们的活力和风采，小学生们童声稚气却台风沉稳，表

演范儿十足。气舞、中国功夫表演动作飘逸潇洒，无不体现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

魅力，引得观众们热血沸腾、连连叫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的完美融合，动感

十足、帅气逼人。

   活动最后，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做总结发言，特别感谢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给

予孔子学院的大力支持。希望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各教学点进一步重视汉语教学

和中国文化推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进一步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添

砖加瓦。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 2016 年 9 月开始运行，已建有 14 个汉语教学点，注册

学习汉语的人数累计已达 8000 人，目前汉语在读学生 5000 多人。已有 5 个汉语

教学点学校将汉语纳入了课程体系，汉语纳入课程体系的注册人数达到 4500 多人。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去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教学点年终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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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

太极比赛

   “阴阳八卦舞出国粹精魂，中华拳术扬我华夏风采”，为推广汉语教学与传扬

中国文化，加纳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上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以“中华

武术进加纳，传承文化我先行”为主题的太极比赛。本次大赛由海岸角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廖玉美老师、曾卫军老师、曾思梦老师担任评委，海

岸角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柔丝曼·柏亨尼教授（Prof. Rosemond Boohene）为特

邀嘉宾，比赛吸引了从各地赶来的一百八十余名武术爱好者。

   外方院长门萨（Prof. Ishnael Mensah）致开幕词，欢迎各位中华武术爱好

者前来观看表演。太极，作为强身健体的中华武术瑰宝，集音乐之韵律、哲学之

内涵、美之造型和诗之意境于一身，兼具中医养生、修身养性之效。太极拳传承

历史悠久，蕴含深刻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底蕴，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深

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与推崇。

    孔子学院中方教师带来的健身气功——《鸿雁》作为大赛开场表演，参演者

推掌运臂铿锵有劲，踢腿转身敏捷沉稳，拳法避实就虚，刚柔并济，观众连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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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接下来由参赛选手进行了团体表演，表演队伍整齐划一。队员们个个聚气凝神，

精神抖擞，或站如松、坐如钟，上下相随，轻灵稳健，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伴随着背

景音乐《中国功夫》的响起，孔子学院武术老师廖玉美出场，现场变得热闹非凡。

廖老师的太极功夫扇、剑术表演，英姿飒爽，气势如虹。虎跃龙腾尽展英姿，推拦

挪移力求太极意蕴，将舞蹈的阴柔美感与武术的阳刚威仪巧妙结合，令现场观众赞

叹不已，现场掌声雷动。

   开幕式表演过后，便进入到精彩的比赛环节。经过层层筛选，十几名选手进入

决赛。伴随着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进场曲，选手们身着太极服潇洒飘逸，气宇轩昂，

举手投足牵动着观众心弦。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们动作娴熟、以匀求活，

以慢生柔，一招一式，一张一弛，一气呵成，舒缓之中扬白鹤亮翅，方寸之间展

太极魅力。纵然偶有瑕疵，观众也予以鼓励的掌声为其加油助威。经过激烈角逐，

比赛圆满结束。比赛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四等奖八名。孔子

学院学生Issah Abdul-Rahman以9.23分的成绩荣获本次比赛一等奖。孔子学院中、

外方院长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并与获奖人员一一合影。

    应观众要求，现场设有太极学习体验环节，上场的观众都是首次亲身接触太极，

观众们既兴奋又腼腆。在廖老师的详细解说、亲身示范后，体验者表演得像模像样，

有板有眼。

   中方院长胡亮才致闭幕词表示，太极拳以含蓄内敛、以柔克刚的独特风格吸引

着无数武术爱好者，孔子学院将逐步增加太极文化和武术相关教学内容，将进一步

推广太极、五步拳、中医养生健身功法等。因太极习得招式易，得其精髓难，需要

勤学苦练，因此，希望学生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孔子学院武术老师廖玉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太极讲究“脑空、体松、

心静”，能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磨砺意志。太极之美，美在和谐，外圆内方，外

展内敛，文武之道，动静相宜，虚实相生，阴阳互补，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强身健体，陶冶情操，习得太极精髓，养得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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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 2016 年 9 月运行以来，一直开设太极课程，学习太极

人数逐年增加，2017 年 11 月孔子学院举办了首次海岸角大学太极比赛，此次比赛

较之去年在比赛规模、参赛选手数量和表演质量上都有实质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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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2 月 8 日下午 3 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其教学点海

岸角技术大学举办了春节文化知识讲座，主讲人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胡亮才教授。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Ishmael Mensah）副教授、海

岸角技术大学学生处处长欧乌苏 . 闵他（Prof.S.B.Owusu-Mintah）教授、海岸角技

术大学学生会（SRC）主席理查德 . 奥萨先生（MR.Richard Arthur）、孔子学院汉

语教师郭静、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王雯丹、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任哲和孔子学院

工作人员加纳国家服务生詹姆斯 . 安南 (James.Annan) 参加了此次活动，海岸角技

术大学到场师生有 200 多名。

       讲座开始前，海岸角技术大学学生处处长欧乌苏 . 闵他教授致欢迎词，欢迎中

方院长胡亮才到海岸角技术大学讲座。接着，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 门萨做

了简短讲话，对讲座主讲人中方院长胡亮才做了简要介绍 , 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汉

语。

       中方院长胡亮才作为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介绍了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分布状况，

海岸角大学和湖南城市学院的合作历史，2017 年孔子学院发生的重要事情等。中方

院长胡亮才还介绍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基本情况、相关课程、文化活动和如何

申请奖学金等。中方院长胡亮才强调了孔子学院学生参加 HSK 考试的重要性，希

望海岸角技术大学的学生认真学习汉语并参加 HSK 考试，争取申请奖学金，获得

留学中国的机会。

         随后，中方院长胡亮才使用 PPT 介绍了中国特色节日春节，讲述了春节的传

统故事、春节习俗、“福”字的含义和春节年夜饭等，并热情邀请各位师生出席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于 2 月 14 日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行的“2018 年春节

庆祝活动”。

        讲座结束后，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任哲（负责海岸角技术大学的中华厨艺课，

此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的第一门课程）向学生们讲解了本学期

的中华厨艺课教学大纲。本学期教师任哲将教学生学做 12 道中国美食，如豆腐、

海
岸角技术大学举办春节文化

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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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红烧牛肉、油焖大虾、月饼和鱼丸等。

         接着，学生会主席 (Stu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SRC) 理查德 . 奥萨先生 (MR.

Richard Arthur) 到场讲话，鼓励学生注册汉语课程，参加孔子学院文化活动，努力

学习汉语，争取留学中国。最后，现场工作人员播放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7

年年度纪录片，全体学生和相关领导观看了纪录片。通过观看纪录片，师生们进

一步了解了孔子学院的建设、相关课程和文化活动等情况。

        学生对汉语课程和春节活动很感兴趣，积极报名学习汉语。海岸角技术大学相

关工作人员将根据报名人数重新分班，孔子学院派遣相关老师到海岸角技术大学上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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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4 月 9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在海岸角大学

做了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动因》的讲座。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伊斯梅尔·门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汉语教师以及海岸角大学师生 500 余

人聆听了讲座。

   在讲座中，胡院长首先与选修中文的学生进行了简短的中文交流以检测汉语学

习效果。随后胡院长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研究现状，人、城市文化空间、高等

教育三者的互动以及城市文化空间视角下的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化三方面详细阐述

了人、城市文化空间、高等教育国际化三者复杂密切的关系。最后胡院长指出加

纳大学和海岸角大学的两所孔子学院的建立促进了加纳与中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合

作与交流，为加纳学生提供了留学中国、在中资企业工作的机会，未来孔子学院

的建立在加纳势必会成为加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大里程碑。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是由湖南城市学院与海岸角大学合作创立的，同时结合中

方合作院校的特点，将“成为加纳乃至非洲了解中国城市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研究

的窗口”纳入自我定位中。去年，海岸角大学已经举办过中非城市发展论坛。此

次讲座也结合了中方合作院校城市学科的特点，向海岸角大学学生介绍了中国的

城市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紧密联系，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城市和高等教育

的窗口。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大型学术讲座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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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新闻稿选集

备注：志愿者教师中国文化系列讲座是由中方院长胡亮才统一安排，在 2018 年教师自由安

排时间和地点进行关于中国文化和汉语教学的知识讲座，现选取了三篇优秀的文化讲座新闻

稿作为展示。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 2018 年中国政府
奖学金项目介绍讲座

       当地时间 2 月 22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新校区举办了中国留

学奖学金项目介绍讲座。本次讲座由志愿者教师黄勤海主讲，50 余名海岸角大

学孔子学院大四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志愿者教师黄勤海给学生们播放了一系列中国各大一线城市

宣传片，直观地展示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实力。据悉，目前有 5500 余加纳籍

学生在华学习， 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志愿者教师黄勤海表示，奖学金是

帮助海外非中国国籍学生到中国学习深造的重要途径，他详细介绍了政府奖

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并详细讲解了申请奖学金的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和

申请流程。志愿者教师黄勤海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往年成功申请奖学金的 3

名学生的申请过程为例，告诉大家如何解决申请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最后他

还介绍国际留学生招生计划、国际留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往年“孔子学院奖学金”

招生情况，希望更多学生通过申请奖学金到中国留学。

       最后提问环节，几位志愿者教师详细解答了学员们提出的中国留学与奖学金

申请环节的问题。同时，大家也鼓舞更多的学生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学生们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学好汉语，把握良机，争取获得奖学金，到中国高校

学习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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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舞蹈

       当地时间 4 月 6 日下午，为响应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积极创新的号召，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侯仕颖在课上开展了以中国舞蹈为主题的文化讲座。 

讲座开始前，侯仕颖老师播放了 2015 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上由四位中国年轻女

演员带来的中国传统舞蹈——《国色天香》，侯老师借《国色天香》引入中国舞蹈

的起源，介绍了中国舞蹈的表演场合以及内涵，还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故事。

       侯仕颖老师将中国舞蹈大体分为传统舞蹈和现代舞蹈，传统舞蹈又分为汉族传

统舞蹈和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她利用丰富的图片和视频向在座的学生展现了汉族传

统的秧歌和傩舞，讲述了中国汉族舞蹈以祭祀为起源，在劳动中发展。她结合加纳

人豪放热情的特点以及头顶千斤的技能，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了我国藏族传统舞蹈和

蒙古族的顶碗舞。侯仕颖老师还为学生播放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舞蹈《千手观音》

的视频，学生在观看过程中被各位聋哑舞者的表演深深折服，掌声四起。

          最后，侯老师还介绍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广场舞。学生们听到《小苹

果》的前奏，便按捺不住，跟着旋律舞动起来。侯老师鼓励学生加入中国舞蹈课程

的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舞蹈。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勇于创新，争做一流，开创性地提出汉语教师志愿者系列

文化讲座，所有志愿者教师将在本年度完成个人有特色、有内涵、有深度的中国文

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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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武术

   当地时间 4月 14 日上午，以中国武术之少林功夫为主题的文化讲座在海岸角

大学 CELT 汉语教室举行。

   本次讲座以一段精彩的武术表演视频作为开场，使在座的学生们感受到了中国

武术的震撼和视觉冲击，随后汉语教师志愿者隋岩开始了本次文化讲座。在讲座上，

隋老师利用丰富的图片和视频向学生们介绍中国武术所用的兵器和招式动作等，充

分调动了学生们的兴趣。在欣赏武术表演视频时，学生们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武术的

惊叹和崇拜之情，有的学生还跟着视频舞动身体，想操练一番。

    讲座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少林功夫，如少林虎拳、少林清风剑、少林关东

拳、少林追风赶月刀等。隋老师结合孔子学院图书室的视频资源，向学生展示了丰

富的武术世界，让学生加深对中国功夫的理解。

   本次讲座隋老师还给学生播放了国际武术比赛的相关视频，他介绍到，生活中

有很多专业的武术运动员和武术爱好者，每年都会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参加国际武

术比赛。讲座结束后，学生艾戈说：“原来武术不仅仅只在电影里出现，中国武术

的影响力太强大了。” 

   本次讲座是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系列文化讲座的第四场，孔子

学院其他教师的文化讲座将会陆续举行。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将不断创新文化讲座

形式，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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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两点半，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代办蒋周腾先生受海岸角大

学孔子学院之邀在海岸角大学LLT会堂做了一场精彩的《中加外交关系》专题讲座。

加纳中部省副省长，海岸角市移民局局长、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海岸

角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海岸角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相关

教学点校长等领导及海岸角大学中文学分选修课 500 余名学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前，加纳中部省副省长致欢迎词，对蒋周腾代办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对他们大力支持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在讲座中，蒋周

腾先生首先指出中加友谊源远流长，今年是中加建交 58 周年，两国友谊经得起

时间考验；随后总结了中加关系现状的几大趋势：中加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

互信不断增强；两国一直务实合作，经贸合作成果喜人；两国人民共同见证了蓬

勃发展的中加人文交流和深厚友谊；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致力于打造以合作共赢

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理念将为

加纳乃至全世界提供更多机会。在讲座最后，蒋周腾先生还指出中国一直视加纳

为重要合作伙伴，而且加纳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加两国领导

层合作意愿强烈、民意基础深厚、两国发展优势互补，中加关系已经为两国未来

更好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加合作潜力巨大，前景美好。

   讲座结束后，蒋周腾代办与在座学生进行热烈互动交流。海岸角大学学生就

中加两国如何实现互利共赢等热点踊跃提问。

   蒋周腾代办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经验给海岸角大学青年学子带来的精彩讲

座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加关系的现状，让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每一代人的

传承和努力才能维系和巩固两国友谊。师生们对蒋周腾代办的讲座和答问报以热

烈掌声，掌声经久不息，表示收获颇丰，希望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今后能够举办

更多的大型讲座，让他们有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和中加外交关系。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大型讲座截至目前已举办三场，活动旨在进一步

开阔师生国际视野，加深加纳人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客观认识当代中国，

增进中加人文交流。

中
国驻加纳大使馆蒋周腾代办莅临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做中加外交关系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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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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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3月 21 日下午四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在海

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校长柏丽娜·娜雅卡 (Paulina Nyankah) 等的陪同下，与

加纳中部省教育厅厅长简 •萨拜娜 •欧本（Jane Sabina Obeng）在中部省教育厅

举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校长向中部省教育厅厅长介绍了胡亮才教

授，并简单汇报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其高中的汉语教学情况以及去年参加由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加纳教育官员访华团的相关情况。

    随后，胡亮才院长向中部省教育厅厅长介绍了海岸角大学自运行一年多以来的

相关情况，并表示随着中国和加纳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学习汉语势必在加纳会形成

一种潮流。中部省作为加纳的教育强省，可以率先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在中小学开

展汉语教学。对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尽快着手将汉语纳入中部省中小学的教育

学分系统，让一些加纳学生从小就能系统地学习汉语；二是从中部省的重点学校挑

选一些本土语言老师在暑假集中进行汉语培训，为中部省将来的汉语师资打基础。

    中部省教育厅厅长高度赞同胡亮才院长的建议，表示中国企业在加纳数不胜数，

学习汉语将为加纳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她还表示会在中部省挑选年轻的语言

教师参加暑假的汉语培训，同时也会推动将汉语纳入中部省汉语教育学分系统，并

且指示海岸角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校长尽快准备申请材料向加纳教育部门申请将汉语

纳入教育学分系统。

   会谈结尾，胡亮才院长还热情邀请中部省教育厅厅长参加今年的教育工作者访

华团，中部省教育厅厅长欣然应允。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一直注重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力争让当地官员了解并支持

孔子学院的项目，同时积极推动汉语纳入当地教育系统的工作，为将来孔子学院的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
亮才与中部省教育厅厅长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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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2018 年 3 月 19 日下午四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抵

达加纳塔克拉底市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视察此汉语教学点（本地管理层员工

汉语培训），志愿者教师王雯丹负责此教学点的教学工作。科达（加纳）陶瓷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伟和人力资源部经理叶廷廷一起陪同了此次视察工作。

       此教学点于2017年11月6日正式开课，开设了基础汉语课和才艺课。视察期间，

中方院长胡亮才与总经理李伟就此教学点的教学工作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讨论。总经

理李伟表示，非常感谢孔子学院对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教学点的大力支持，

并希望未来课程的开设可以更加多样化，可以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增进中加员工之

间的交流。胡院长了解教学点的各项工作后，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个

人素质等要求，并强调教学工作的开展要紧跟公司发展的需求。

     紧接着，中方院长胡亮才和总经理李伟一起到教室听志愿者教师王雯丹的汉语

课。在课堂上，中方院长胡亮才鼓励学生要珍惜这次机会，认真学习汉语，提升自

己的个人素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有利于提升个人在公司内的竞争力。总经理

李伟也强调各位学生要抓住机会认真学习，学习汉语有利于个人和公司发展。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视察中
资企业教学点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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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点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将
汉语教学纳入课程体系会议

    当地时间 3月 22 日上午 11 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率

孔子学院三位老师在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UPS）校长办公室，与小学校长乔治

娜· 安格鲁比奇（Georgina Aglobitse）及小学董事会成员Francis Kyeremeh（弗

朗西斯·奇瑞米）等就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UPS） 5 月份开设中文课程召开了

简短的教学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胡院长介绍了前天与加纳中部省教育厅厅长会谈的情况，指出中

部省教育厅厅长支持将汉语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学分系统，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

作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一个将汉语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小学将会对其他中小

学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胡院长提到本土教师汉语培训项目即将启动，希望 UPS 能

挑选出一名年轻有为、语言能力强、符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选拔条件的老师参

加本土教师汉语培训项目。   

   随后，UPS 校长给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发了小学课程安排表。她详细介绍了 UPS

小学的教学、活动安排，让中方人员对他们的教学体系有个整体的了解，然后表

示小学全年有 41 个教学周，计划每班每周安排一个课时的汉语教学，将来会根据

学生的兴趣、学习情况考虑是否延长学习时间。最后她承诺会尽快提供一个具体

的有关教学班级、时间、地点的新课表。

    此外，胡院长还介绍了YCT考试，希望UPS学生在经过系统的中文学习之后，

能积极参加 YCT 考试，检测汉语学习水平。同时他还希望能从小学中文俱乐部挑

选优秀学生集中培训，参加今年九月份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运行两周年庆典的节

目表演。

    会议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校长说，她作为中非混血的半个中国人，对中国

有着天然的感情，她会积极推进汉语教育工作，甚至希望自己的女儿努力学习汉

语，将来也能去中国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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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言文化中心
剪彩仪式暨第三届理事会成功召开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6 月 9 日上午八点半，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

语言中心进行了剪彩仪式。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三届理事会召开之际，湖

南城市学院校长李建奇教授率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理事会成员党委组织部

部长袁志成、国际交流处处长周桂平一行三人参加了此次在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

学院举行的剪彩仪式。出席剪彩仪式的理事会成员还有海岸角大学校长盖提·安

丕亚 (Prof. Ghartey Ampiah)、海岸角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院长朵拉·弗兰西

斯卡·班杜哈 (Prof. Dora F.Edu-Buandoh)、海岸角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罗斯

蒙德(Prof. Rosemond Boohene)、海岸角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本杰明· 阿弗(Prof. 

J.B.A.Afful)、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 (Prof. Hu Liangcai) 和

外方院长伊什梅尔·门萨（Prof. Ishmael Mensah）。外方院长致欢迎辞并感

谢汉办、湖南城市学院及海岸角大学对汉语语言中心落成的大力支持。剪彩仪

式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参观了新建的汉语语言中心，各位嘉宾还坐在语音实验

室戴上耳机亲自体验了实验室效果。接着，李校长一行和外方人员一起参观了

语言中心的新建教室和图书室，图书室书架上汉办赠书种类多样、摆放整齐。

   上午九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由理事会

加方主席（海岸角大学校长）盖提·安丕亚教授主持。会议紧承第二届理事会，

总结了目前孔子学院已取得的成绩和已解决的问题，比如汉语语言中心的落成、

汉语本科项目的进展、9 名中方教师住宿问题的解决等。会议着重围绕财务问题

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海岸角大学校长提出了一些解决财务问题的办法，并建议

还是按照现行办法再执行一段时间，如果执行一段后效果还是不理想，将同意按

中方提出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此外，这届理事会达成的意见还有海岸角大

学答应帮助孔子学院一周内解决办公室网络问题；一周内将已通过海岸角大学各

级学术委员会评审的关于“设立汉语本科专业”的申请材料提交加纳国家专业资

质认定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of Ghana），争取尽快获得批准，

启动汉语本科招生；同意两校借助孔子学院平台加强双方教师互访，在教学、科

研上进行合作；接受湖南城市学院国际汉语本科专业学生来海岸角大学实习；支

持并帮助海岸角大学建设成为示范孔子学院等。

   会议最后，湖南城市学院校长李建奇教授表达了希望两校遵守合同，把工作

落到实处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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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
拜会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先生

   加纳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下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在中国

驻加纳大使馆与王世廷大使就孔子学院项目与如何推进汉语纳入加纳国民教育

体系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交流。

   胡院长首先向王大使介绍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从成立至今所取得的相关成

绩。胡院长表示，孔子学院一直在推进将汉语纳入已开教学点的课程体系的工作，

目前已经有四个教学点将汉语纳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注册人数超过 3000 人。

胡院长还表示，自己已经与加纳中部省省长和中部省教育厅厅长多次商谈了此事，

他们建议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拟好相关提案，提交给加纳教育部或者相关国家领

导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也将继续跟进此事，争取尽快着手准备与之相关的申

请工作。

   王大使对孔子学院所做的工作及所取得的相关成绩表示肯定，并表示大使馆

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孔子学院的工作。关于将汉语纳入加纳国民教育体系的相关事

宜，王大使表示这也是大使馆的工作，大使馆会积极与加纳教育部取得联系，尽

快与加纳教育部部长见面会谈，推动这一工作。如果与加纳教育部领导会面，届

时会通知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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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
与中部省省长举行会谈

   加纳当地时间 2018 年 8 月 27 日上午，加纳中部省省长夸美纳·邓肯（Hon 

Kwamena Duncan）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就孔子学院的相关

项目进行会谈。本土老师詹姆士·奥波库·丹库（James·Opoku·Darko）也出

席了会谈。

    会谈中，胡院长首先对中部省省长出席去年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庆典并发表

精彩演讲表示衷心感谢，随后介绍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至今的一些成就以

及孔子学院重点发展的项目。胡院长介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已与中部省几所

学校合作，将汉语作为必修课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由孔子学院派出教师到这些

学校教汉语，随着加纳和中国合作的日益加深，中部省作为加纳的教育强省，如

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将汉语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会为更多的加纳人获得在

中资企业就业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中加合作与中加关系。胡院长还指出，海岸角

大学附属实验高中汉语教学点已经向中部省教育厅提交了将汉语纳入课程体系的

报告。另外胡院长还汇报了海岸角大学汉语本科专业建设的进展情况，目前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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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国家认证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即可开始招生。最后，胡院长还着重介绍了

中部省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的项目。海岸角作为加纳教育重镇，教育机构繁多，胡

院长建议中部省每个学校能够选拨一些年轻优秀的语言教师来孔子学院接受汉语

培训，通过孔子学院的考试，获得相应汉语水平证书之后，可申请孔子学院的奖

学金前往中国深造，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这对于教师的职业发展也是很

有益处的。

  中部省省长对于孔子学院的成就表示衷心祝贺。他建议如果要将汉语纳入整

个加纳的国民教育体系，将会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要获得政府高层甚至总统府

的支持，再由加纳教育部来推进，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目前可以着手准备相关

申请材料。另外中部省省长对于中部省的汉语本土教师培训项目表示大力支持，

这将促进中部省的汉语教育发展。

   最后，胡院长邀请中部省省长出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运行两周年庆典，中

部省省长欣然应允。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成立至今，一直注重与加纳政府合作，

每次大型活动都会邀请政府部门领导出席，以让当地政府更加了解孔子学院及孔

子学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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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参会文件一海岸
角大学孔子学院走创新与特色发展之路2018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开拓创新，立足常规项

目积极发展孔子学院特色项目。截至目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注册学习汉语的

人数达3000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0多场次，参加各类活动人数达9000人次，

开设了三大类 14 门汉语和文化课程，已建立 12 个汉语教学点。参加孔子学院汉

语学习和相关文化活动的人员涵盖政府官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企业机构人

员等不同社会阶层。

   首先，孔子学院注重与当地政府官员合作。孔子学院已与加纳中部省省长等

省部级、厅局级政府官员进行十余次会谈。会谈内容包括介绍孔子学院项目、设

立教学点、将汉语纳入加纳教育课程体系等一系列事宜。目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

院已在移民厅和警察厅开设了汉语教学点。加纳中部省省长参加了孔子学院一周

年庆典活动并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孔子学院；加纳内陆城市发展部部长参加了中

非城市发展论坛并致辞，中部省副省长参加了教育工作者访华团和中非城市发展

论坛。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壮大铺平了道路。

   第二，孔子学院积极发挥中方合作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城市学科的优势以及海

岸角市旅游城市的区位优势，举办“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一年一届，场地选择

中外方轮流合作举办。2017年举办的中非城市发展论坛有1000多人出席开幕式，

100多位学术专家参会，30多名城市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六个分论坛就“城市交通”、

“城市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生计”

等议题作了专题发言，为城市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

有关中非城市发展思想、如何拓展中非城市研究、如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平

台。从宏观方面，这一学术论坛拓宽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职能，同时贯彻

落实了今年年初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深改组会议上对孔子学院“要围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化改革创新，使之成为

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的精神。从微观方面，这一学术论坛不仅进一步推动

了中外方院校参与孔子学院的建设，还为中外方院校提供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平

备注：此为 2018 年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参会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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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论坛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中外方院校专家在学术、

教育、孔子学院的功能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交流，可谓是一举多得。

   第三，在建立教学点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汉语纳入当地课程体系的工作。目前

海岸角大学已经成功将汉语纳入了三个教学点的课程体系，并在海岸角大学开设

了针对大一新生的汉语选修课以及针对旅游专业的旅游汉语两类学分课程。将汉

语纳入课程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汉语学习者系统地学习汉语，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

汉语教学的保质保量。

    第四，在与中资企业进行常规合作的基础上，开发中资企业属地化员工培训课

程。孔子学院针对合作企业的不同需求制定了教学大纲和培训方案，为中资企业培

养专业化的汉语人才，解决中资企业招聘高素质汉语人才难的问题，而中资企业又

能为优秀的孔子学院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前往孔子学院学习。

   第五，注重与当地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职业教育以及本土老师汉语培训。海岸

角大学孔子学院今年在其教学点海岸角技术大学开设了中华厨艺课程，对当地居民

进行中餐职业培训。同时孔子学院还积极寻求中部省教育厅的支持，与厅长多次会

谈，拟结合中部省是加纳教育强省的特点，每年暑假为加纳中部省各学校有志于学

习汉语或者去中国留学的教师开设汉语培训课程，在汉语水平达标之后，前往中国

深造或者返回本单位进行汉语教学工作。开展职业教育以及本土老师的汉语培训，

能够很好地将汉语教学融入当地文化。

    正是基于上述举措，海岸角大学孔之学院快步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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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创新与特色发展案例分
析——以举办“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为例

    2017年11月19日至21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功举办了中非城市发展论坛。

1200 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加纳各级政府官员、海岸角大学及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相关汉语教学点师生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中，加纳内陆城市与宗

戈发展部部长、海岸角大学前校长、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加

纳中部省副省长、海岸角大学校长分别致辞，中国驻加纳大使也发来贺信。除此之

外四个国家、13 所大学相关城市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加纳部分政府官员、海岸角

大学领导等共计 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六场分论坛研讨会。在分论坛中，30 多

名来自四个国家十几所高校的城市研究领域专家就“城市交通”、“城市环境”、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生计”等议题作了

专题发言。各分论坛现场讨论激烈，学术氛围浓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波教授

以北京为例，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介绍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情况；来自尼日利亚拉多

基·阿金多拉科技大学的伊曼纽尔教授则通过对尼日利亚奥孙州的住户调查研究，

阐述了农村移民对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等。同时与会专家还将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与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对比，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很多先进经验值得非洲学习。在论坛的闭幕式上，与会专家学

者表示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为城市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了一个有关

中非城市发展思想、如何拓展中非城市研究、如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平台。

期望中非城市发展论坛能继续在中非城市研究的交流方面有所作为。

   中非城市发展论坛是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结合中方合作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城市

学科的优势以及海岸角作为旅游城市的区位优势而进行的，在组织、规模以及影响

力上都很具特色。在 2017 年成功举办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经过与国家汉办和

湖南城市学院协商，决定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一年一届，中方外院校轮流合作举办。

中非城市发展论坛已然成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最创新、最具特色的项目。

备注：此为 2018 年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参会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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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上，一年一届、中外轮流举行的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

外方院校参与孔子学院的建设，还为中外方院校提供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平台。在

论坛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中外方院校专家在学术、教育、

孔子学院的功能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交流，可谓是一举多得。

   在规模上，参与论坛的人员涵盖政府官员、中外方院校领导、中外城市研究专

家等，这种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人员结构能够保障论坛成果在中非的城市建设中得

到尽快落实。论坛结束后出版的中非城市发展论文集，进一步提升了论坛的学术水

平。

   在影响力上，这一学术论坛拓宽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职能，同时深入贯

彻了今年年初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深改组会议上对孔子学院“要围绕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化改革创新，使之成为中外人

文交流的重要力量”的精神。

    对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身而言，论坛的成功举行让海岸角大学对孔子学院

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凝聚力刮目相看，为将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争取外方更有力

的支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大型论坛的举办锻炼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能力，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开拓创新，立足常规项目

积极发展孔子学院特色项目。截至目前，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注册学习汉语的人数

达 3000 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20 多场次，参加各类活动人数达 9000 人次，开

设了三大类 14 门汉语和文化课程，已建立 12 个汉语教学点。参加孔子学院汉语学

习和相关文化活动的人员涵盖政府官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企业机构人员等不

同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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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湖南城市学院

与加纳海岸角大学联合共建的孔子学院，于 2016

年6月2日正式揭幕挂牌。两校携手同心，开拓创新，

立足常规项目，积极发展孔子学院特色项目，打造

两所大学、两个城市之间语言、文化、教育、科技

友好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进而建成中加友谊桥梁，

推动两国教育文化与科技的交融与发展。

一、湖南城市学院的重视、支持与保障

1、高度重视，规划发展。湖南城市学院把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发展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专门成立了

孔子学院领导小组，负责对接有关孔子学院合作发

展的一切事务。双向联合制定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

院的五年发展规划，分三步走，第一阶段：因地制宜，

融入本土；第二阶段：夯实基础，提升质量；第三

阶段：拓展功能，形成特色。依托中加两所高校的

办学基础与实力，定位与规划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

与特色发展。

2、建章立制，保障发展。两校联合制定了《孔子

学院建设章程》，湖南城市学院制定了严格的选拔

制度，选派德才兼备、能力突出的教授担任孔子学

院院长，严格标准选拔公派教师和对外汉语志愿者，

并对赴任教师、志愿者进行规范化培训与管理。

3、政策支持，促进发展。湖南城市学院对于公派

教师给予政策倾斜，激发优秀干部、教师及学生积

极投身并推动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取得良好成

效。截至目前，该孔子学院注册学习汉语的人数达

3000 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20 多场次，参加各

类活动人数达 9000 人次，开设了三大类 14 门汉语

备注：此为 2018 年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参会文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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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课程，已建立 12 个汉语教学点。参加孔子学院汉语学习和相关文化活动的

人员涵盖政府官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企业机构人员等不同社会阶层。

二、协同创新推动内涵与特色发展

1、共享共赢，协同创新。从洽谈合作开办孔子学院之日起，两校就一直致力于探

索和创新孔子学院建设模式，不论从制度建设上还是教学活动组织上，我们都在

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把握当地需求基础上，力求增进双方理解，因地制宜创新探

索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两校每年召开孔子学院理事会，讨论并解决孔

子学院运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共享共赢，汇聚资源，提升办学水平，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夯实基础，拓展合作。湖南城市学院支持海岸角大学教师和学生来湖南城市学

院学习汉语、开展文化交流与实践。海岸角大学已派出两位教师在湖南城市学院

学习汉语，今年接收一位获得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奖学金的孔子学院学生来校

学习，至今已接收各类留学生达 100 多人次。还积极支持海岸角大学申办汉语本

科专业，共同协商经费筹措、教师选拔和课程体系制定等，目前已通过该校四个

层级的审批。

3、合纵联横，培育特色。发挥两校优势，举办多个特色交流与合作项目。其一，

2017 年 8 月 4 日——8 月 17 日，在湖南城市学院开办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夏令

营，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山文化继承人教营员剪纸，组织营员体验陶艺制作、

开展篮球友谊赛等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教学活动。其二，2017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12 日，在湖南城市学院开展由加纳中部省副省长带队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团的

教育交流与培训，社会反响良好。其三，积极发挥湖南城市学院城市学科的优势

以及海岸角市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2017 年 11 月 19 日——21 日，在加纳海岸角

大学举办首届“中非城市发展论坛”，来自不同国家、高校的城市领域研究专家

学者以及加纳政府官员等百余人共聚交流，围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生计”等议题开展了

六场分论坛讨论，探讨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经济、环境、健康等领域

的国际性问题。

   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 9 月份在北京举行，2018 年的“中非城市发

展论坛”将于 12 月在湖南城市学院举行，两校正积极筹备各项事宜，同心协力将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建设成为加纳乃至整个西非关于城市发展及城市管理研究的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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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开课典礼

   当地时间 7 月 3 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首届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班在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语言中心开课。经过前期宣讲与准备，目前已有 30 名本土汉语教

师注册参训，大部分老师来自海岸角各中小学。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

亮才出席首堂汉语课并讲话。他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两年了，已建十

几个教学点，已有几所学校将汉语纳入课程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

课程，孔子学院现有师资已不能满足教学需求，需要培训本土教师。首次启动本

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旨在培养更多的本土汉语老师，为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

课程做师资储备。希望参训的本土教师能够持之以恒地学习，将来成为一名汉语

教师培养更多的汉语人才。”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今年首次启动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得到了加纳中部

省省长、副省长、教育厅长及相关官员的大力支持。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主动联

系各个学校，选拔老师参加培训，推广汉语教学，推动汉语纳入当地课程体系。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采用听说、读写、文化课程等不同模块分级教学，培训班学员，

即从各学校选拔来的本土教师利用假期集中学习一段时间，等到开学利用周末继

续学习，一年之后根据自身汉语水平选择初、中、高级班继续学习。海岸角大学

孔子学院在培训的同时，将对学员严格考勤，每次课后会给学员布置作业，还有

不定期小考，以确保教学质量。学员们也表示将会认真学习，争取机会赴华研修。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力求为本土教师提供一个能够长期学

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平台，今后也将不断更新课程内容、继续创新和完善本土教

师培训项目，让汉语之花在加纳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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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课程设置

口语 文化
阅读

HSK 考
试辅导

汉字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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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首届中资企业招聘会

   当地时间 5 月 1 日下午，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语言中心举办了

首届中资企业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由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主办，邀请了青建国际、

博威能源、衡邦、金百灵置业等企业参与，提供约 20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来自

海岸角大学的近百名毕业生前来应聘。

   衡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祥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越来越多中资企

业来加纳投资兴业，随着我们企业在加纳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对加纳

本地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长。我们希望在此次招聘会上录取一些文化

素养高、综合素质高、专业知识扎实的毕业生。这次招聘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企业和高校学生提供了双向选择的机会。这有助于我们企业融入当地市场、加

强属地化经营，也可以让更多加纳学生了解我们的企业，加入我们企业，成为我

们企业的新生力量。

   海岸角大学法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赵威廉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海岸角大

学孔子学院的优秀学生。他说，“虽然我的专业是法医学，但我非常喜欢与人交流，

因此大学期间我苦学了一年汉语。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一名市场营销负

责人或者公关人员，发挥我的特长。”面试结束后，多家企业竞相向他发出了实

习 Offer。

    会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说 :“在我们举办的首届中资企

业招聘会中，在孔子学院学过汉语的学生占有明显优势。”

   最后，此次招聘会一共拟录取了 12 名海岸角大学优秀学子，鼓励了更多学

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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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两周年庆
典暨孔子学院日活动

    加纳当地时间 9月 27 日上午，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的大礼

堂举行运行两周年庆典暨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本次庆祝活动得到国家汉办、湖

南城市学院（中方合作院校）、加纳当地政府机关、教育部门以及中资企业的支持。

加纳中部省省长夸美纳 •邓肯（Kwamena Duncan）、海岸角市酋长奥库阿曼赫尼 •

纳纳 • 库阿西 • 阿塔二世（Oguamanhene Nana Kwesi Ata 2）、海岸角大学校长

代表农业与自然科学学院院长萨姆 •阿穆教授（Prof. Sam Amoah）、海岸角大学

人文法律学院院长朵若 • 安都 • 卜安朵教授（Prof.Dora Edu-Buandoh）、青建国

际（加纳）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宗帅、科达（加纳）陶瓷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伟、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斯梅尔 •门萨（Prof.Ishmael Mensah）教授、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等出席了庆典。除此之外，海岸角大学

各系主任、加纳中部省移民局和警察局官员、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各汉语教学点

负责人、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师生以及孔子学院的学生共计700多人参加了庆典。

此次庆典活动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先生也发来贺信，由中方院长胡亮才在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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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读贺信。

   在庆典中，外方院长门萨教授在欢迎词中感谢了中国国家汉办、中方合作院校

湖南城市学院和海岸角大学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的支持，鼓励学生抓住机

会努力学习汉语。胡院长宣读了王世廷大使的贺信并致辞，王大使在贺信中肯定

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两年以来的成绩，并指出，在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

坛之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使更多的非洲国家受益，中非关系将

更加密切，鼓励加纳学生抓住历史机遇，利用孔子学院的平台，为中加友好关系

添砖加瓦。

   中部省省长夸美纳 •邓肯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点以及先进经验值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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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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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学习，并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就中加关系、经济发展、教育合作等方面提出了

独特见解，肯定了文化交流对两国互通友好的重要性，祝愿孔子学院越办越好。

海岸角大学校长代表萨姆 • 阿穆教授指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是人文法律学院

中发展得最快的学院，这与中国文化讲效率、注重时间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希望

加纳学生能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能够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致辞过后，一部浓缩了孔子学院两年风雨历程的纪录片——《海岸角大学孔子

学院运行两周年》带领观众见证了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成长，领略其蓬勃强大的

旺盛生命力，也拉开了本次庆典文艺演出的帷幕。《三字经》诵读、中国传统乐器

演奏、非洲鼓演奏、太极表演、孔子学院学生中文独唱、集体舞蹈表演、游戏等节

目演出，让现场的气氛几度高涨，更有来自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师生们倾情加盟演

唱，让现场的观众们品味一番悠然成都

   结合全球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此次庆典除了室内的舞台表演以外，还在室外

举办展览会。走廊上陈列的 12 块大型展板尽数呈现两年以来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的丰硕成果、师资力量、文化活动、学生风采等等。文艺汇演之后，嘉宾观看展板，

对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成就赞不绝口。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自 2016 年 9 月开始运营，如今已有 13 个教学点，注册学

习汉语的人数达到 8000 人次，其中已有五个教学点将汉语纳入了课程体系，汉语

纳入课程体系的注册人数达到 4500 人，在当地已有较大影响。此次庆典是对孔子

学院这两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一个宣传，更是一个新的开始。相信在强大

的祖国的支持下，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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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汉语桥”加纳赛区决赛海岸角
大学孔子学院参赛情况

                            三等奖 

赵威廉

                     优胜奖

李寻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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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教育官员代表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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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中非城市发展论坛获奖名单
NAME TITLE OF PAPER POSITION AMOUNT

ENGLISH PAPERS

ERNEST AGYEMANG Does Distance an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rip Makers Matter to Mode Choice? Evidence 
from Urban Ghana

1st prize $800

MUSIBAU JELILI & DAVID 
OGUNKAN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l Land Use in Nige-
ria, Africa

2nd prize $400

QIN BO Low Carbon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China: 
The Case of Beijing

2nd prize $400

FUNKE IYABO OLAGUNJU Gender Implications of Credit Use on Urban 
Catfish Production
in Lagos State, Nigeria

3rd prize $200

KOJO OKYERE City Lif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Adults: Perspectives 
from the Book of Proverbs and the Ghanaian 
Society

3rd prize $200

GUOWU ZHANG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Housing Submarket 
Changes: the Case of Shanghai

3rd prize $200 

CHINESE PAPERS

贺定修，张出兰，王思煜，

范明明

关于珠三角城市群高品质崛起的思考 1ST Prize $800

古  杰，周素红，吕贤军，

刘  彬

女性主义视角下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特征

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2nd prize $400

刘华容 关于全面建设宜居城市的理论探析 2nd prize $400

牛德奎，徐岩 江西省城镇化进程中湿地公园建设的实践

与功能提升

3rd prize $200 

易永卿 城市化与城市伦理的构建 3rd prize $200 

李秋莲 中国“城中村”与非洲“贫民窟”的伦理诉

求比较

3rd prize $200 

王  昊，王函兆，陈俊华 城市新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研

究

3rd prize $200 

海 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中非城市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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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后出版中非城市发展研究论文集

    2017 年中非城

市发展论坛论文共

分为一等奖、二等

奖和三等奖，此次

获奖证书由加纳中

部省政府颁发，中

部省省长签发，为

一个省部级证书。

    2018 年 12 月

7 日—9 日中非城

市发展论坛，将

在中国湖南省益

阳市湖南城市学

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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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纳大学第三届汉语教学说课比
赛和第四届汉语教学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在海岸

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

亮才的带队下，两名志愿者

教师王雯丹和孙基云，一名

本土教师高山参加了加纳大

学第三届汉语教学说课比赛

和第四届汉语教学研讨会。

三名汉语教师都获得了说课

比赛二等奖的好成绩。三位

汉语教师所写的教学案例分

析都已编入加纳大学第四届

汉语教学研讨会

以下是参赛者的获奖证书和

参赛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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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
汉语课堂管理分析

本土教师 高山——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是否能控制好你的第一节课，往往能够基本判定一位教师课堂管理能力的高

低。给小学生上汉语课，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给他们上数学课或

还是汉语课，你都能深刻地体验到小学生坐不久的烦恼和安静不下来的焦虑。可是

作为少儿汉语课的教师就要面对这样的课堂现象：上课时学生说话、不参与课堂活

动、随时走出去等行为。在小学这些现象很普遍，需要及时对症下药，否则会大大

影响到整体地教学效果。加纳的小学生有很高的热情，怎么管理好一个小学课堂，

是目前很多中国汉语教师乃至加纳本土教师都遇到的问题。

    本人是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任汉语本土教师，不仅担任大学生的汉语课教师，

还担任小学生的汉语课教师。我发现小学课堂的教学管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为了维持少儿汉语课堂的纪律，我结合本人的汉语教学经验及课堂管理理论来管理

小学汉语课堂。这些方法，在管理课堂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1. 在课堂上选班长及排长：

   在第一节汉语课，教师就要介绍上课的纪律，让学生了解教师的上课模式。第

一节课，教师要引起学生对汉语课的兴趣，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学生的密切配合。

选班长很重要，因为这是教师与学生的重要信息传达者，班长也会帮助教师管理课

堂。加纳小学班级一般有 40 人左右，坐法是以两人为一组，五组组成一竖排，一

个班级有四个竖排。在选班长之前，教师可以先选排长。选排长时，教师可以采用

提问法来跟学生互动。比如，在第一排选排长时可以提问：“谁最喜欢打扰其他学生？

谁最喜欢在教室里吃饭？”学生回答之后，就可以选最喜欢打扰别人的同学当排长。

这样的提问法不仅有助于跟学生互动，还让学生觉得教师很有趣。排长的工作不仅

要协助班长管理纪律，还要协助班长收作业。教师可以采用提问法来选两个班长，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选排长和班长时，教师都要注意男女的比例。

2. 课堂规定：

   讲解课堂规定时，教师还是要很少用“不、不要、别”这些否定意义比较强烈

的词语，否则学生会对教师有一些抵触情绪。你可以和学生一起做互动制定教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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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充分参考学生的意见而不是完全以教师的印象先入为主。比如，可以对学生

问道：“教师上课时，有些学生在说话干扰其他学生，这样的行为对学习有好处吗？”

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以否定的答案来回答。这事，教师可以再问道：“那教师上课时，

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学生反思一下在课堂说话的行为之后，就会明白在上课

捣乱并不好。

   有时候，不仅是学生说话会打扰课堂的正常流程，还有一些其他行为。比如，

在小学上课时，学生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去上厕所。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出

去跟其他同学们聊天。因此，就会出现两个人同时想出去上厕所，或者一个人出

去时，立马就有其他人想出去上厕所。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教师可以提出每次

只能一个人出去的方法。再加上，每节课的上课时间，只允许每个人只有两次出

去的机会。教师要记住，这些班级规则要灵活的而不是固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集体性奖惩：

   当每个排的排长已选完之后，教师可以明确地提出课堂规定。选排长的作用就

是希望学生不会在上课时间说话打扰其他人，可以协助教师管理课堂纪律。教师

可以给每个排选自己的名字，名字选好之后，教师要在黑板上按顺序写下这些排

的名字。教师之所以把排的名写在黑板上，是因为这样可以按每排在课堂上的表现、

考勤、上课参与情况等方面来惩罚奖励。这是集体奖惩而不是个体奖惩 ，因此所

有排的成员都有责任来争取这份荣誉。教师可以轮流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哪个

排回答正确，就得一分。教师要按照写在黑板上的名字的顺序来提问题。上课时，

看到学生说话时，就可以随时扣一分。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以竞争为基础，也是以

学生互相帮助为主。每次课堂上有一个表演环节（教师能给五分），每个排要选

两个人来表演课文，这时每个排的成员都会积极地教会他们排的两个代表人。虽

然每个排都想得第一名，但是教师选择了学的不太好的学生作为代表人，学生之

间就会帮助这些学生学好上课内容。

    上完课之后，教师要记得宣布哪个排得了第一并做好记录，每周也要宣布冠军。

做记录时，教师可以在纸上给冠军打两个小星星，其他排就打一个小星星。整个

学期结束后，教师将数本学期所有的小星星，得了最多小星星的排可以给小奖品，

其他学生也酌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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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学心得体会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志愿者教师孙基云

一、教学内容难度适中

   我所教的教学点众多，涉及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加纳海岸角大学

附属小学），Mfantsispim Senior High School（曼特斯皮姆高级中学），以及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加纳海岸角大学），因此所教的学生年龄有一定的

差距，小学生到成年人都有。这在教学中就要根据不同教材，准备不同的教学内容，

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成人班中，有的人会一点拼音，有的人听过中国，还有

的人一点也不会，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就要把握好题目的难度，难度不能太高，

太难了他们听不懂的话，上课就会失去激情，让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让他们

以为自己不行，比不上人家，没办法学好，所以教学时一定要选一些难度适中的

题目。而儿童班呢，题目可以灵活一点，孩子们的精神充沛，在课堂中采用鼓励、

小组比赛的手法，更加的激起他们的好胜心，攻克难题他们会觉得具有挑战性，

他们心里会有一种不服输的念头，所以听课就会更加认真。

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首先，教外国人汉语，我们所教授给他们的是汉语这种语言，与我们中国人从

小学习的“语文”是不同的，教语言最重要的就是使学生掌握如何使用语言进行

交际的技能，从而与他人进行沟通。在教授学生汉语知识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

成为他的朋友。这样和学生的关系走近以后，教学也就变得相对轻松愉快很多，

你的学生会发现，好像在聊天中就已经学到了很多汉语，他会感觉很开心。也可

在课堂上可以采用图片、游戏、情境互动等多种教学手法，使课堂变得更加主动，

有趣，也更有成效。

三、积极提问，贯穿课堂始终。

   这里的学生学习的时间都是由家长自己定夺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授课时

间是很普遍的，所以要想学生整堂课中都会专心听你的课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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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会开小差，精力不集中啊，玩一玩啊，喝喝水啊，去卫生间啊。这时采用

提问的方式的话，就会使学生的精神一下子紧张起来，并且去思考你所提出的问题，

但是提问时，不能只提问一些选择性的问题，因为这样他们思考的空间就会很小，

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另外，提问要有均匀性，不能反复提问某个学生，

这样会使其他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消退的。并在课堂中参杂中华文化的教学，例如：

剪纸、毛笔字、绘画、京剧、脸谱和歌舞等，这些都能使学生的注意力始终围绕

在老师的身上，也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四、多举实例

    教材中，很大程度上强调语法的应用，每个章节中都有相关联系生活的例子，

多举一些生活中的实例，在怎么样场景中会用到哪样的句式，并让学生们自己造句，

让他们知道这些语法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广泛的应用，也会激起他们对语法的学习

兴趣。有些学生汉语基础差，理解能力也不太强，所以一些有难度的练习题总是

不会做，他自己会有些自卑，所以回答问题时总是不敢回答，所以可以找简单的

问题问他，保证我对他提出的问题大部分他都可能回答得了，有时他回答不上来，

我就进一步提示他，引导他，答对后就表扬，教无定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上，我

们要学习和探索的路还很长，这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相信我们从事对外汉语教

学的教师们会在教学中不断地总结和发现 更多的教学技巧，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

学的质量。

五、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自己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学习汉语，

有什么个人兴趣，以及他们的学习方法等等，有了对学生们的了解，才能对他们

的具体特点和需要，结合教科书和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总结来帮助学生学习汉语

士非常重要的。初学汉语的学生，大多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很少，这时教师在上课

以前可以问学生一些简单的问题以便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比如学生的学习目的

和学习情况，看看学生都有什么个人的特点和想法，同时又有什么共同点。一般

说来，只要选择了学习汉语的学生，就说明了他们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对汉语

有自己的兴趣，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比较有动力、会努力去做、比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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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做好。至于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目的就不同了。很多学生喜欢中国文化，由他们

在生活中所接触过的各种渠道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引发了学习汉语的兴

趣。比方说，吃过而且喜欢中国菜、看过中国电影。另外有些学生看到中国今天

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增强、经济迅速发展以及考虑他们毕业后的发展方向等具体

问题，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掌握一定汉语对于个人今后发展的

优势。根据学生的情况来引导他们学好汉语就有了具体的针对性和办法，对于学

生们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共同兴趣，可以根据教材提供相应的材料。

   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教学工作心得，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尽心尽力做

好自己的教学工作，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汲取他人的长处，使每一位学生都

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汉语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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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型：中企汉语文化培训

案例题目： 加纳中资企业本地员工

汉语文化培训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志愿者教师王雯丹

背景分析：

    加纳中资企业众多，当地员工在企业员工中比例过半，促进员工属地化建设

有利于建设企业文化，减少中外方员工的文化摩擦，加快当地员工融入企业的进

程。如何促进员工属地化建设，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培训时是必不可少的。这

样的培训企业因事务繁忙无法安排人员组织培训，这时可以借助孔子学院的力量

来培训当地员工。

特点分析：

    中企员工培训不同于中小学和大学的汉语教育，有以下特点：

1. 培训时间：员工工作繁忙，只有在每天下班之后有时间。培训多在下班之后，

多数员工会觉得很累，也很难打到回家的车。

2. 培训时长：培训周期不宜太长，一期培训的时长大约在五个月左右为好。

3. 汉语教学内容：汉语教学不能照搬书本，要贴近员工的生活，让员工在工作中

有机会开口与中国人交流。

4.培训侧重点：这样的培训不同于应试考试，可以忽略汉字教学以口语教学为主。

培训也要介绍如何与中国人共事，比如，不能直呼中国人的全名或名字，称呼中

国人时候，“姓”加上“职位称呼”会比较合适。

5. 培训层次：培训层次可以多样化，不单单只有语言教学，还可以安排文化介绍

课、剪纸课、太极课、书法体验课、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6. 培训形式：培训以小班教学为主，从各个部门选择二十个人左右开班。一周安

排两次课，每次课为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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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课仪式和结课仪式：在培训开始之前，一定要举行开课仪式，由企业和孔子

学院领导向学员颁发录取证书；结业仪式时候，组织学生排练表演节目这样不但

会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还会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向学生的上级领导和新学期的

学生展示培训成果。这样会拉近当地员工和中方员工的距离，也会增加新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问题分析：

1.因为学生工作了一天，在下班之后安排培训，学生会觉得累，积极性逐渐下降。

2. 学生学习的汉语在工作中用不上，会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信心。

3. 学生对于文化课的兴趣要比语言课的兴趣高，如果安排太多语言课，学生会感

到枯燥。

4. 学生在工作中使用汉语时未注重语用，出现了一些沟通问题。比如，对上级一

直用“你明白了吗”？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

解决方法：

1. 培训时间：

   不断地跟学生沟通，强调企业组织培训的意义所在，与企业合作尽全力解决

学生回家打的难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安心在下班后参加培训。

2. 提高汉语使用率：

   如何在短暂的五个月中，如何能够让学生学到一些实用的汉语。解决方法如

下：

[1]教师向学生收集语料，学生在工作中与中国人沟通时候，用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之后，教师翻译语料，编写教材。

[2] 教师多与学生沟通，调查学生的学习使用情况。多多鼓励学生回家后复习，

多使用所学汉语与中国人沟通。在调查后，及时调整教学进度。

[3]教师多于学生的中国领导沟通，询问学生使用汉语时候，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有没有尝试用汉语交流；还可以向学生的中国领导收集语料信息。

3. 语言课与文化课：

   如果过于偏重语言教学，学生就会感觉枯燥，学生更喜欢文化课；如果偏重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年度报告



159

于文化教学，培训内容显得过于单薄。语言课和文化课可以融合在两个小时的

教学时间内，语言课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可以用半个小时教学生一个剪纸、一

个折纸、几句歌词、一个中国文化常识等。以少积多，学生学习不会枯燥，也

会在短暂地时间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4. 语用文化的讲解：

   在讲课的课程中，要多注重语用文化的讲解，告诉学生怎么样正确使用汉语，

以免在使用的过程中与中国人产生一些误会。如何称呼中国人为礼貌？如何在

与中国人沟通为礼貌？可以讲解一些类似于此类的问题，也可以询问学生，在

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跨文化交际的问题。教师做解答时候，一定要站在正面

的角度上去做解释，帮助学生明白文化差异，理解中国文化。

5. 培训目的：

   学生能够在短暂的培训中学习到一些日常用语；了解一些中国文化；了解中

国人的做事方式；排练一些才艺节目；拉进中外方员工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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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届“华夏洞庭”
学生夏令营2018

主办单位：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承办单位：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益阳，中国

时    间：2018 年 7 月 25 日至 8月 16 日

   2018 年“华夏洞庭”夏令营是海岸大学孔子学院自 2016 年成立以来第二届学

生夏令营，该活动是为激励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本部及其他教学点学习的学生，

帮助他们提高汉语语言水平，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首次

夏令营于 2017 年 7 月和 8 月举行，共有 16 名学生参加。2018 年夏令营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在湖南城市学院举行。夏令营活动包括一系列文化

讲座、旅游观光、游戏、手工艺以及其他娱乐活动，旨在为夏令营营员提供了解中

华文化的途径。

   2018 年夏令营为夏令营营员提供了丰富有趣的学习方式，在暑期三周之内，

让学生从多种途径提高学习水平。此次活动的成功还离不开湖南城市学院志愿者

的努力，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志愿者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 活动目标

    2018 年夏令营的夏令营营员是来自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及加纳中部省地区

的优秀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此次夏令营目标便是为了让夏令营营员能

在集训期间提高学习水平，了解中国文化。

    以下是夏令营的具体目标：

•促进外国友人（来自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

•提高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兴趣

•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并让他们直观感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魅力

•通过教育交流，加强加纳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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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动内容

  为期 21 天的夏令营让夏令营营员体验刺绣、绘画、中国书法、汉语交流、中

外文化交流、室内外游戏、旅游观光、中国礼仪、中国民俗文化、传统风俗文化、

功夫等文化活动。

三、 活动资金

   2018 年夏令营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全额赞助，签证申请费由夏令营营

员自己支付，住宿、交通、饮食等费用都由国家汉办提供。此外，与夏令营活动无

关的开销以及个人名义的花费由夏令营营员自行承担。

四、 夏令营日常活动

   各位夏令营营员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的带领下，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以下简称“GMT”）10 点抵达阿克拉的

科托卡国际机场。11:30（GMT），登机手续开始办理。埃及航空公司航班号 MS 

882，从阿克拉飞往开罗；航班号 MS 958，从开罗飞往广州。13 点 20 分（GMT），

该航班从阿克拉起飞，于 21:30（开罗当地时间）降落在开罗国际机场。夏令营营

员于 23:40（开罗当地时间）从开罗国际机场起飞前往 MS958 航班，于 7 月 25 日

星期三 15:40（中国当地时间）降落在广州（Balyun 国际机场）。经过漫长的旅程，

夏令营营员于中国当地时间周四凌晨02:00抵达益阳市湖南城市学院，并顺利落脚。

大家稍作休息，迎接第二天，即 2018 年 7 月 27 日夏令营的开幕仪式。

五、 具体行程安排

1. 第 1 天（2018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 

    夏令营开幕式

   2018 年华夏洞庭夏令营就此正式开始，本次活动由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刘辉煌

教授和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教授共同主持。出席此次大会的还有湖

南城市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周桂平。

    开幕式主持人向夏令营营员阐明了夏令营的基本规则和条例，并简述了此次夏

令营的活动流程。

   在这之后，夏令营营员被带到益阳市艺术与设计学院进行短期交流，为第二天

的刺绣课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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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天（2018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中国设计与刺绣课

    此次活动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办，夏令营营员学习了不同种类的制作技

巧与刺绣样式。该学院是湖南省最优秀也是最古老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之一，多年来

有数十位艺术家和设计师毕业于此院校。

3. 第 3 天和第 4天（2018 年 7 月 29 日和 30 日周日和周一）

    书法与绘画

   这两天的活动以艺术为主，尤其是书法和绘画，夏令营营员学习了中国书法的

各种字体的书写技巧以及中国画的创作方法。

4. 第 5 天和第 7天（2018 年 7 月 31 日和 8月 2日周二和周四）

    中华文化传播交流。

    在为期两天的课程结束时，夏令营营员学习了：数字、基本的中文问候方式、

在超市和商店里的日常沟通、中文时间和金钱的计算。

5. 第 6 天（2018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 - 

    参观韶山

    此次活动恰逢中国“建军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夏令营营员有幸参

观了邵山毛泽东纪念博物馆以及他在邵山的故居。

6. 第 8 天（2018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中外文化交流

   第 8 天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夏令营营员与湖南城市学院英语系退休教授杨英明

进行了长达 4 个小时的讲座。杨英明教授在益阳市是一位极具威望的教授，他在

20 世纪后期的十多年中，曾在几个非洲国家的农业部门工作过，于 1975 年至 1977

年在塞拉利昂工作，1981 年 3 月至 1983 年 6 月，在加纳的伏尔塔地区的 Afife 灌

溉项目工作。后来，他在1985年至 1987年期间在利比里亚工作，担任英语口译员，

最后在加纳结束了他的非洲生活。

7. 第 9 天（2018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

    室内游戏——乒乓球

   中国当地时间早上 8 点，夏令营营员聚集在湖南城市学院体育馆大楼进行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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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运动。湖南城市学院网球队的教练表示了对夏令营营员的由衷欢迎，并带领他们

参观体育馆。然后他向夏令营营员介绍了乒乓球运动，表示这是中国的全民运动。

教练向他们解释了游戏规则，并引导他们进行了各种初步练习。

    夏令营营员随后双双组成队伍并进行比赛，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一

场新奇的比赛，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乒乓球。乒乓球比赛帮助夏令营营员重新

焕发活力，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们对这一新奇比赛的热情。

8. 第 10 天（2018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

    夏令营营员就在今天在体育馆内进行排球比赛，激烈的比赛之后大家便利用闲

暇时光游览校园，稍作休息。

9. 第 11 天（2018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

    夏令营营员与湖南城市学院学生进行文化交流

   本次活动除了为夏令营营员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之外，还让湖南城市学院的学

生有了一次了解加纳文化的机会。此次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唱歌、诗歌朗诵、舞蹈、

戏剧和小组PowerPoint演示。在活动结束时，夏令营营员不仅受到了高度的赞扬，

还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加纳文化，以及加纳文化和中国文化交织的共性。

10. 第 12 天（2018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

    中国礼仪课

   8 月 7 日星期二，早餐过后，夏令营营员聚集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大楼 102 室，

参加夏建文教授的中国礼仪讲座。讲座有两部分组成，上午的讲座主要有如下内容：

[1] 中国问候礼仪

[2] 访问中国家庭的礼节

[3] 送出和接收礼物的礼节

下午的讲座包括：

[1] 餐桌礼仪

[2] 婚礼礼仪，

[3] 中国歌曲

    夏建文教授通过了解加纳文化，对加纳文化中的礼仪与中国文化中的礼仪进行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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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13 天（2018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

    羽毛球活动

   这一天，夏令营营员第一次接触到了羽毛球，通过短暂的练习，参加下午组织

的羽毛球比赛。

12. 第 14 天（2018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中国文化课

    在本次讲座中，夏令营营员了解了具体的中国文化，即：

[1] 汉字

[2] 哲学

[3] 服饰、器具和乐器的意蕴内涵

13. 第 15 天（201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长沙之旅

   周五早上早餐后，夏令营营员来到了湖南省博物馆中。

14. 第 16 天（2018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

    功夫课

    通过这次课，夏令营营员对功夫有所了解 ,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

是一次有效的健身训练，就像太极拳一样，每个人都参加了分布于上午和下午的理

论和实操课程。

15. 第 17 天（2018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

    中国文化体验课

    2018 年洞庭夏令营讲座系列的最后一个，讲座内容：上午的讨论涉及中国人

有关的节日、葬礼和少数民族的习俗，而下午的会议涉及食物和穿衣有关的习俗，

夏令营营员也体验了如何烹饪饺子。

16. 第 18 天（2018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

    益阳之旅

    夏令营营员参观了益阳市，包括龙山，佛教寺庙和益阳的主要购物中心。

17. 第 19 天（2018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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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华夏洞庭夏令营结束了，闭幕式在湖南城市学院

管理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由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刘辉煌教授主持，湖南城市学院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周桂平教授参加。会上，刘教授对夏令营的组织者和国家汉办

的支持表达感谢，并对夏令营营员在此期间出色的表现给予赞扬。

18. 第 21 天（2018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

    出发当天

    夏令营营员周三休息，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离开益阳。到了早上 08:00，所

有人都准备前往广州飞回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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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两周年庆暨
孔子学院日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先生

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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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先生
在 2018 年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奖典礼
暨孔子学院年终汇报演出上的讲话

Respected Prof. Hu Liangcai, the Chines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the UCC,
Respected Prof. Ishmael Mensah, the Ghanaian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the 
UCC,
Faculties, Studen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 am very happy to join you at the 2018 End of Year Celebration and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Chinese Ambassador Scholarship of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Ghana,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Scholarship awardees. I also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my high respect to th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both China and Ghana,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UCC has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seminat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just 2 years.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3400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UCC. Learning Chinese is not an easy job. The Chinese 
language contain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of 5000 years, making it a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for beginners. But I hope you stay the course and never flinch, because it 
is the golden key to your future. 

Remarks by Chinese Ambassador to Ghana H.E. Shi Ting 
Wang at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2018 Chinese Ambassador 

Scholarship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16th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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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ly, more than 6,500 Ghanaian students are studying in China, ranking top among 
all African countries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Ghana in culture, education, youth and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We welcome Ghanaian students to visit, study, live or work in China. This will help 
deepe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our peoples and carry forward our 
friendship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na and Ghana enjoy 58 years of bonds and friendship. China-Ghana relations has 
led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history and entered a new era of rapid growth this year. 
H.E. President Nana Addo Dankwa Akufo-Addo paid a state visit to China and attended 
the Beijing Summit of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held deep and fruitful talks and reached important consensus.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8 
agreements. This visit added fresh driving force to China-Ghana relations and has become 
a milestone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After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2017,  China’s GDP was 33.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1978, while China’s GDP per capita was 22.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1978 after 
deducting price factors. China has grown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will become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in the future.  As H.E. President Xi Jinping 
pointed ou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on 
November 5, 2018, the vast ocean of Chinese economy will not be overwhelmed by 
storms and wi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long march begins at your feet. I hop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CC will be dedicated 
to spread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nriching the course contents, innovating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cultivating high-end talents. The Chinese Embassy will 
spare no effort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UCC. 

Finally, I wish all the students present today study hard and succeed in your academic 
endeavor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as well 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Ghana.
Thank you!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年度报告



173

    主席先生——萨姆•阿穆教授、传统区域最高酋长库阿西•阿塔二世（Osaberima 

Kwasi Ata II）、区域酋长纳纳 • 克库 • 恩努三世（Nana Kweku Ennu III，

Apewosikahen）、人文与法律学院院长朵若 •安都 •卜安朵教授（Prof. Dora Edu 

Buandoh）、各位到场的院长、各位系主任、各位老师、孔子学院中方和加方院长、

各工商界老总、各位尊敬的中小学校长、各位班主任老师、所有受邀参加此次庆典

的嘉宾、还有更多的来自海岸角大学、海岸角技术大学以及各中小学的学生们、来

自不同远近的所有参加孔子学院运行两周年庆典的特邀嘉宾、各新闻媒体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我首先借此机会祝贺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并致谢海岸角大学从校长到各管理

层的领导。我相信，今天你们会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做出的与湖南城市学

院合作的正确决定，即在海岸角大学建立孔子学院。我还要特别感谢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和加方院长。从我们观看的纪录片中看出，毫无疑问，他们设定了自己推动汉

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工作目标，确立了工作思路并决心实现他们的目标。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及加方院长，你们也与大学人文法律学院院长朵若 • 卜安朵教授（Prof. 

Dora Edu Buandoh）密切合作。祝愿你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美好。

    我代表中部省所有政府管理部门，向孔子学院保证，我们将继续努力，以实际

行动确保孔子学院有一个非常和平和更加安全的环境，并确保加纳中部省能够使孔

子学院不断壮大，以实现你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就是在各个机构开展汉语教学，

推动文化传播，实施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纪录片显示，孔子学院通过努力工作，

已在汉语教学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我热切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传播中国文

化方面，增加两国文化交流，推动两国合作上一个新台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

本土教师培训项目能得到进一步加强，让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必要的语言培训，以便

未来能在加纳更多的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我们中部省一直是加纳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两国人民良好关系的典范，如果我要详述为什么是典范，我相信，今天我要在

这里花一整天时间，才能讲清楚我们作为一个省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中获得的好处。

附件三：中部省省长夸美纳·邓肯
在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两周年庆典
暨孔子学院日活动上的讲话（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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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将继续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双边关系，

加强双方合作。

    我去年来到这里，看到了孔子学院所做的一切，今天又来到这里，观看了纪录

片，了解了孔子学院又一年的辉煌历程。我不禁自问，在这成功的背后，动力是什

么？

   中国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大约 40 年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找其他

国家而不是中国寻求帮助，而 40 年后，车轮大转向，都去中国寻求帮助。因此，

我又不得不自问：“是什么让他们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对我来说，不要看太远，

至少我已看到的有两大动因：一是他们的“纪律文化”；二是他们的“决心文化”，

即为实现目标获取成功的坚定决心。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变得如此投入和习惯于

不守纪律的文化了，这阻碍了个人发展，让你们偏离了取得巨大成功的轨道。由

此可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务必通过各种努力，引进和学习这两

种文化，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国家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参加今天的庆典，经历了这种文化场合，感受了这些文化的功效。所有这

些，我们须牢记在心。最近，社交媒体和某些圈子中的一些人对中国所做的努力表

现出担忧和不满情绪。我再次问自己，这些不满情绪凭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不

学习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反而说三道四、怨这怨那呢？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在短时间内成功了，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时间关系，不多举例）。为此，他们会通过加强对外传播和

接触世界其他地区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成就。通过这样做，世界其他地方自然会更

好地理解他们，欢迎他们，欣赏他们的文化，购买他们的产品，并与他们建立合作

关系。中国的成功，对非洲、加纳人民来说，是很生动的一课。作为一个国家，我

们必须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学习和了解他们成功的动力。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需要认真评估和改进我们的做事方式。例如，去年我被邀请参加庆典时，我

被告知庆典将在上午 9点开始，实际上，当我到达这里时，所有准备都已完成，节

目按时开始。今年一样，邀请函显示，庆典上午 9点开始，我指示我的礼宾部工作

人员先到这里看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当礼宾部工作人员到达时，他们报告我说，“省

长，一切就绪”。当我到这里时，果然一切都已到位。所以我还是问自己，“在我

们自己组织的庆祝活动中，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晚一两个小时才能开始 , 并且我们

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为推迟开始而道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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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需要“纪律文化”，需要“决心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巨大

成功。在这个吉祥的场合，我要祝贺孔子学院，为你们两年的里程碑，为你们所取

得的成就，祝愿你们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Speech by the Central Regional Minister of Ghana 
Honorable Kwamena Duncan

at the Seco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Mr. Chairman --Professor Sam-Amoah;
Osaaberima Kwasi Ata II, the Paramount Chief of Oguaa Traditional Area;
The Divisional Chief, Nana Kweku Ennu III, Apewosikahene,;
The Provost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egal Studies, Prof. Dora Edu-Buandoh;
Other Provosts, Deans of Schools, Lecturers;
The Chinese and Ghanaian Director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Managers of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
Distinguished Headmasters and Headmistresses; Head teachers, invited guests present 
for this seco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especially our students from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partner senior high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Friends from the media.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ill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fore mostly congratulat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nd also to thank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Vice- Chancellor 
through the various levels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for the decision to hos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I am certain that they will look back and pat 
themselves on the back for making the decision to collaborate with Hunan City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e he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Further, I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the Ghanaian and Chinese Directors of the Institute. From the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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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we watched, we would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as an aim set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hich they are determined to 
achieve. The Directors also work closely with Prof. Edu-Buandoh,  the 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egal Studies,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e years ahead.
I would assure the Institute that w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will continue to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ensure a very peaceful and safer environment that 
would aid in the growth of the Institute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set for themselves, which includes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various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local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From the 
documentary, the Institute has worked hard to achieve the great succes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it is our fervent hope that in the coming  years,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will move onto a new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hana and China. More so, 
we hope that the local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will be enhanced to enable more 
of our young people acquire the necessary language training and to spread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mo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Ghana. The Central Region has 
been a major example of th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Ghana and if I decide to name some of the benefits we as a region have derived from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would spend the entire day here. We can only 
hope that Ghana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this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is  
relations. 
I was here a year ago and saw what the Institute was doing and seeing today's 
documentary, which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wo years, 
drives me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ir success?”
The Chinese story is a very refreshing one. Four decades ago,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ort for assista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other than China. But today, there is a major shift 
to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China. We therefore have to ask ourselves “what has made 
them this much successful?” From my perspective, not looking too far, at least there are 
two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that I have seen: one is their culture of discipline and the 
other is their culture of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results and to succeed. Our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become so engaged and accustomed to the culture of indiscipline, which 
deters an individual to deviate from the path of achieving great success. it is therefore of 
importance that we invite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 and commitment in all our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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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for ourselves,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country. As we sit 
through this occasion and celebration today，we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the function. 
We must engage our minds on these things. Recently, certain persons on social media and 
within some circle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nd special sentiments against China for the 
efforts they are making . But then I ask myself once again：“what are the basis for these 
sentiments?” Why would anyone rather not learn from what has made China so successful 
but be sentimental about them?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China has succeeded and achieved a lo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oday,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with a strong military power to name but a few. 
They are therefore consolidating their success by spreading across and reaching o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so do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 better understand, welcome, 
appreciate their culture and would form relations with them. China presents a great lesson 
to us as Africans, as Ghanaians. We as a nation must learn from China’s success story, we 
must learn from their drive to success. To do that, there is the need for us to assess and 
revise our ways of doing things. Example, last year when I was invited, I was told that 
the program will start at 9 am, and indeed, when I got here, all was set and after a few 
initial settings had been done, the program started. Again this year, when the invitation 
was extended to me, at 9am I instructed my protocol people to be here to see if they were 
ready and when they arrived, they said “Mr. Minister, it’s already set.” When I got here, 
everything was in place. So I ask myself, “why is it that during our own celebration, we 
will probably start an hour or two later and then ，all we will do is to come and render 
apologies for the late start of the program ？ . 
Therefore，we need to develop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 the culture of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in order to attain great succes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I wish to congratulate the institute, for the  two-year 
milestone, for how far you have come and to wish you the best going into your futur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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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海岸角大学校长
JOSEPH GHARTEY AMPIAH 在 2018 年中非城

市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I bring you greeting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I also wish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his Conference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say a few words. 
Let me begin by commending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CIUCC) 
and our partner university, Hunan City University for organizing such an impressive 
conference. W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re proud of our partnership with Hunan 
City Univers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through the CIUCC. Since 
its launch on the 2nd of June, 2016, CIUCC continues to make great strides. CIUCC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13 Chinese training centres outside UCC campus, two of which are 
cooperative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Chinese enterprises in Ghana. Two of the training 
centres have officially incorporated th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into their curriculum. 
Also, there has been a tremendous increase in enrollment of student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mes with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reaching 
8,000.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IUCC including the Global Confucius Institute Day Celebrations,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onfucius Day Celebrations, 2nd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mbassador Awards programme and 
Taichi Competition. These programmes provided the platform for showcasing the rich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were patronized by scores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f UCC and the other training centres.
CIUCC also presented four candidates for the 2018 Ghanaian Chinese Bridge Competition 
which was held in April, 2018 at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Two of the candidates presented 
by CIUCC won the 3rd  and 4th prizes respectivel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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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UC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wo successive summer camps for students and official 
delegation of educational officials to Hunan City University. CIUCC in 2017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maiden China Africa Urban Development Forum which attracted scores 
of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who presented paper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onference 
theme.
I was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e maiden edition o the China-Africa Urban Development 
Forum held in Cape Coast and Elmina and I am happy that what was started last 
year is being sustained.   I believe through such conferences, the existing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ill be strengthened. It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new phas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ough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is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upport local Chinese 
teaching internationally and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language should serve as a 
medium for further engagement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frica.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has demonstrated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don’t 
only exist t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ut could also take steps to address 
pertinent global issues.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to me is very appropriate because our cities are currently 
confronted with a lot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global warming, pollution, 
waste disposal, ozone depletion, urban sprawl. Climate change presents a lot of challenges 
to urban areas with physical,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Pollution of 
water, air, soil and land have becom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urbanization du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in our cities.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and industries in our cities grow, so does the problem of waste disposal.  One 
notable consequence of urbanization is urban sprawl. 
It is estimated that over 50% (3.5 billion peopl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 in cities 
and urban areas today and this number will continue to grow. Population pressure in our 
cities ha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Many cit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due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and location, so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is crucial to avoid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losses. 
In building sustainable cities, we have to address thes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cademia certainly has a role to play. Through research academia can provi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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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rs and administrators with evidence and knowledge on how to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platform provid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Hunan 
City University will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academics from China 
and Africa. This will forster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fronting our cities and for the 
building of sustainable cities. 
Sustainable cities are cities designed with consideration for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resilient habitats for existing population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experience the same.  Goal 11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learly indicates the need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build and manage our urban spaces. The rapid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oupled with increasing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has led to a boom in mega cities. 
China has made great strides at building sustainable citie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Africa 
can learn from those experiences.
One of the more impactful changes in our world today is China’s rapid urbanisation, 
along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port automation.  According to the 2015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Report, the majority of China’s population live in urban areas. The 
urban population now stands at 5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aiming to have 60% of China’s population living in cities by 2020.  It is crucial for 
China’s sustainable future that cities are green, inclusive, and well developed in such a 
way that supports the total well-being of city dweller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in helping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its unflinching support to the agenda 
of achiev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 wish all delegates a memorable sta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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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中部省省长夸美纳·邓肯
在 2018 年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GHANA/CHINA RELATIONSHIP IN GHANA’S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Ghana/China relationship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for me to be part of this forum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August 

Dignitaries gathered here but also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gathering i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 as a whole and for that matter that of Ghana, and 

then also to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where I superintend as the Regional Minister.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no gainsaying the fact that Ghana and China 

have since the 1960s enjoyed an enviable cord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a friendship 

beyond diplomatic ties. Precisely on 5th July 1960, when this relationship began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then two new-born republics laid a solid cornerstone towards 

mutu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on record that Ghana has provided substantial diplomatic suppor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ciprocating with 

material support for Ghana's development. In the 1960s President Nkrumah lobbied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instateme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Nkrumah also 

support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Sino-Indian War in 1962. A total 

of US$43.5 mill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as extend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Ghana between 1964 and 1970 and as much as US$25 million of debt owed 

by Ghana also written off.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built Ghana's National Theatre as a 

reward for Ghana's diplomatic support dur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in 1989.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fruitfu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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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Since the 2000s the volume of 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Ghana has increased greatly. It is recalled that after John Agyekum Kufuor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Ghana in 200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ave Ghana a US$2.4 million 

grant to renovate the Ghana’s National theatre.

Indeed, the immense support Ghana has enjoyed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urban development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e China Export and Import Bank 

(Exim Bank) granted US$562 million lo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S$622 million 

Bui hydro-electric dam. Premier Wen Jiabao's 2007 visit to Ghana resulted in the signing 

of six agreements and a US$66 million Chinese loan to expand and upgrade Ghana's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Beijing provided a concessionary loan of US$30 million 

to support the first phase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project to link all ten regional capitals 

and 36 towns in Ghana with fiber optic cables. This indeed is an important antecedent to 

the ease of tele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hat Ghana is currently enjoy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April 2007,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Chairman, Jia Qinglin, granted a US$30 million concessional 

loan for the Dedicated Communications Project to foster closer military and security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ncluded a grant of a US$7.5 mill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ffice complex for Ghana's Ministry of Defence. Others include:

• A $6 million concessionary loan from the China Export Import Bank to Ghana to 

extend its rail network

• US$28 million interest-free lo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17 km Ofankor-

Nsawam road completed in 2009.

• US$99 million interest-free lo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ing sites for fishing 

communities and the Afife rice project.

In fact,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provided substantial technical support to many 

Ghanaians who attended Chinese-funded training courses in education, trading, 

communication, energy, auditing,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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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ssisted Ghana with several intervention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including the Afefi Irrigation Project, the Dangme East District Hospital, the 

Teshie General Hospital, the Police and Military Barracks, the Ofankor-Nsawam stretch 

of the Accra-Kumasi Road, the Kumasi Youth Centre, the Office Block of Ministry of 

Defence, several rural basic schools, the building complex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Sports Stadium  in Cape Coast,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Allied 

Sciences in Ho and the New Century Career Training Institute Expansion Project in Accra, 

Bui Hydro-electric Dam, Kpong Water Supply Expansion Project, Atuabo Gas Project etc.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significant demonst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China attaches to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Ghana in the West African Sub Region 

was the decision to open the fourth office of the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in 

Accra, Ghana in November 2011. Indeed, all these are but a few of the numerous support 

Ghana has enjoyed from China.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ime and space will not allow me to 

recount all the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hana and China.

However, it must be noted that currently, China is Gha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ith 

Ghana’s export to China worth more than 1.85 billion US dollars, an increase of over 41 

per cent (41%) in recent times.

It is on record that last year, China’s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Ghana amounted to US $123 

million, involving 25 projects and ranking top among all foreign investment countries 

whil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Ghana and China reached US $ 6.67 billion, registering an 

increase of 11.6 per cent and ranking sixth among 54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 sphere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hina provided over 900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Ghana 

in 2017 alone.

The overall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Ghana government towards the end of Ghana beyond 

aid.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ncing the immense support that China has offered Ghana 

since the 1960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Ghana Beyond Aid vision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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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fruitful partnering with China and other development partners. The overall policy 

direction towards the Ghana Beyond Aid Agenda is to build a Strong macro-economy, 

which is geared towards Job Creation, Value Addition,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Digitization, Education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se, the 

government has rolled out some flagship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such as the Free Senior 

High School (SHS) educational policy, One-District, One-Factory (1D, 1F), Planting for 

Food and Jobs, One-Village, One Dam, and other development-centered programmes.

Strong macro-economy

With the concrete steps taken towards disciplined and innovative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results have been remarkable. Ghana’s economy has grown from 3.6% in 2016 to 8.5% 

in 2017; inflation has declined from 15.6% as at the end of 2016 to 9.5%, as of October 

2018; and a spectacular growth rate of -0.5%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from 2016 to 17.7% 

in 2017. “Interest rates are on the decline, the Ghanaian currency the cedi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fiscal deficit has declined from 9.3% in 2016 to 5.6% of GDP in 2017, with 

a projection of 4.5% for 2018 which is on course and highly fundamental to achieving the 

Ghana Beyond Aid.

Job Cre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course an improved, macro-economy is essential for job 

creation both i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Among the several areas in the public 

sector including the Health, Education, Lands and Forestry,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where new jobs have been created, the government of Ghana has in October 

2018 launched the Nations Builders Corp (NABCO) as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to 

address graduate unemployment.  This seeks to engage hundred thousand unemployed 

graduates from all the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five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ies in 

Ghana. 

Government of Ghana also under the one district one factory (1D1F) policy to accelerate 

an industrialization drive premised on the exploitation of local natural resource base, 

has introduced financial stimulus package through a number of local banks for the 

actualization of this policy.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this policy is to create job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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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imports of such products.

As part of the bouquet of policies geared towards job creation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conomy is the planting for food and jobs. Under this, farmers are receiving a well 

co-ordinated government assistance by way of improved seeds, subsidized fertilizers, 

extension services etc. to boost food crop produc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food security and 

to create more jobs. Certainly,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in the areas outlined above from 

China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 Sector will be most welcome 

Value Addition 

Building a  Ghana Beyond Aid, requires strategic effort to adding value to Ghanaian 

exports, rather than export of materials such as cocoa, gold, bauxite, manganese and oil in 

their raw state. Our cocoa farmers, for example, get less than 10% of the value of a bar of 

chocolate made from cocoa. On the world market, bauxite in its raw form is worth about 

$42 per metric tonne. Processing it just one stage further into alumina oxide will fetch 

twice that amount. Refining the alumina oxide into alumina will increase the value by 

seven times, and smeltered aluminum fetches one hundred fold the value in the raw state.

Work on the law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Bauxite and Aluminu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s far advanced. Agreement with potential partners to establish an alumina refinery, and 

expand the VALCO smelter is paramount to exploitation of our iron ore and manganese 

deposits to build a steel industry for Ghana.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areas of roads, bridges, electricity, housing, hospitals, schools, 

etc, The President of Ghana, His Excellency Nana Addo Dankwa Akufo Addo has taken 

to an alternative financing model that leverages Ghana’s bauxite reserves, in particular, to 

finance a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 across Ghana. This will probably be the larges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programme in Ghana’s history, without any addition to Ghana’s 

debt stock.

Digitization

Having undertaken deliberate policy reforms to digitize Ghana, and to formal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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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ian economy,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ddress system, the drivers license 

and vehicle registration, the paperless operation at the ports, inter-operability of payment 

system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re all geared towards modernizing the Ghanaian economy.

Particularly,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land registration process will help the mortgage 

market, and releas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cedis to finance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Digitization will also allow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to remote areas, 

reduce corruption, expand the tax base, expand e-commerce, make credit more available 

as uncertainty is reduced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crease domestic resource 

mobilization.”

Education

Free Senior High School (SHS) programme, is to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an educated 

and skilled workforce for the future of Ghana. Indeed, these are our future scientists, 

engineers, modern farmers, innovators, entrepreneurs, and transformation agents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Ghana has indicated further that, in the years ahead, the 

principal thrus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must be to ensure tha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rive al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e are going to commit resources to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at should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acity 

to manufacture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component parts for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especially machinery for planting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For a government commit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private sector, President Akufo-Addo 

has demonstrat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be the 

critical partner in moving Ghana Beyond Aid. I believe that part of our problem has been 

that government tries to do too much, tries to take too much beyond its capacity. There 

are many projects in roads, railways, water transport, agriculture, etc. which, if properly 

structured, will attract private sector financing. Key to attracting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s a conducive, business-friendly and peaceful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need for the Chinese business sector to take advantage to do business in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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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indeed gratifying to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ffered to support Ghana’s flagship programmes aimed at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creating jobs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keen interest shown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is agenda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tertiary education. An ample example i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here at this forum organis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 acknowledge with admiration, your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ertiary education 

within these three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where I undertake my duties as the Regional Minister. During the 

Seco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I 

indicated in my speech that China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worthy 

of emulation by Ghana.

Outstanding insights have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exchanges for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as a nation must learn from China’s success story, we must 

learn from their drive to success. To do that, there is the need for us to assess and revise 

our ways of doing things. I therefore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the entir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Ghana’s Policy Direction and 

invest in the numerous fertile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wealth to further deepen the enviabl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My office (Central Regional Co-ordinating Council) has focused on three major socio-

economic areas namely: sanitation, education (emphasis on the basic level) and job 

creation. Indeed the Central Region apart from its historical educational antecedent as the 

citadel of Education in Ghana, is also the tourism hub of Ghana. It has the second longest 

coastal stretch as well as vast arable land area for commercial farming.

Therefor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my Region are indeed huge and promising. I 

encourage business entities to venture into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to support the 

region in achieving its policy direction towards the overall Ghana beyond Aid agenda.

I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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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在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两周年庆典

暨孔子学院日活动上的讲话

Osaberima Kwasi Atta II, Oguaa Manhene
Nana Kweku Enu, Chief of Apewosika
Hon. Kwamena Duncan, Central Regional Minister 
Prof. LK Sam Amoah, Provost, CANS 
District and Municipal Chief Executives
Friends from Chinese Enterprises
Distinguished invited guests
Students
Friends from the media
Zǎoshang hǎo

It is with great privilege that I welcome you all to this colourful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our history.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taking time off your busy 
schedules to join us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It is deeply gratifying to have wonderful 
personalities like you in our midst.
On the 2nd of June 2016, a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SMS Auditorium to officially 
inaugurate the CIUCC. Since then, we have not looked back, we have assiduously 
executed our mandate to the admiration of our partn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Even in 
our embryonic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have made serious strides and that gives us every 
course to celebrate.  
Anniversaries are opportunities for recollections of the years gone by and reflections on 
the years ahead. CIUCC since its inception has brough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doorstep of the entire university community as well as other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Central Region. CIUCC has mounted 1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urses 
and registered more than 8,000 students. In addition, we have organized more than 20 
large scale cultural events and established 13 teaching centres. By these achievements, we 
are opening up a world of opportunities for our youth and fostering greate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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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in the true spirit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we reflect on the theme of this anniversary,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in Ghana’, we remain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CIUCC and China-Ghana relations. With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globally and in Africa, coupled with the growing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as well as a persistent increase in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Ghana, the need for Ghanaians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become even more 
imperative. It is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on the rise.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level of demand, CIUCC has started a local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This is a training-of-trainers programme which seeks 
to build local capacity for teaching Chinese. We are also in the process of commencing 
a four-year BA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me here in UCC.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must be consciously nurtured and 
language provides a fertile medium for meaningful engagements between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our sober reflection, we also concede that there are challenges, but these 
challenges give us a course to work even harder because they are surmountable.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when eating 
bamboo sprouts, one should remember the person who planted them’. As we celebrate 
our successes, we have to be grateful to those, through whose efforts we have been able 
to chalk these successes. We couldn’t have come this far if we had chosen to walk alone. 
We are grateful to all thos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that have strolled along 
with us in this two-year journey. We are grateful to successive Regional Ministers, Vice 
Chancellors and Presidents of UCC and Hunan City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Registrars, 
Board members, Directors of Finance, Provosts of the CHLS, Directors of the CIE, Deans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ll Directors, commanders and head teachers of our training centres 
as well as past and present Directors and staff of CIUCC as well as the Finance Officers of 
the CHLS and the Faculty of Arts.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honouring our invitation and enjoy the performances. Long live 
UCC, long live CIUCC and long live China-Ghana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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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在 2018
年教学点佩恩尼尔国际学校汉语学习

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Mr. Chairman
Students
Parents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Zǎoshang hǎo

I will begin with a famous quote by Confucius, the man whom our institute is named after. 
According to him, “If language is not correct, then what is said is not what is meant; if 
what is said is not what is meant, then what must be done remains undone; if this remains 
undone, morals and art will deteriorate; if justice goes astray, the people will stand about 
in helpless confusion. Hence there must be no arbitrariness in what is said. This matters 
above everything”. 
Mr. Chairman, thi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social justice and morality. Indeed, language is the lifeblood of every 
society and the medium for achieving peace, 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cohesion. It 
therefore gladdens my heart that today, we are embarking on an activity that will 
consolidat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Chinese Training Centre. This has been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and persistence of the Management of PIS. We were initially conta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rdinator of this School, subsequently myself and the China 
Director followed up to engage in further discussions with management. I must say we 
were impressed with your facilities,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school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children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against this conviction that 
we have started the Chinese Training Centre in this school. The Penuel Chinese Training 
Centre has started on a very good note as it is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Training Centres we 
have. 
As a Confucius Institute, our core mandate i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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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and thereby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200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anban (the Office of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 has established over 500 Confucius Institut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n 
Ghana, we are privileged to have two of those i.e. CIUG and CIUCC. 
Mr. Chairma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 is named after the famous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551–479 BC). He was China’s ‘First Teacher’, a sage,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who was very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Confucius earned a 
number of accolades and honours including a posthumous award of “Supreme Teacher”, 
an imperial decree deeming him a "Grand Master", and the bestowing of the title of “Prince 
of Culture” on him. China could not have chosen a better name than that of Confucius for 
its language and culture training institutio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CC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on 2nd of June, 2016 (so we are 
barely two years old). On the 28th of September, we will celebrate our second anniversary 
on UCC campus. Let me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all of you.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supposed to operate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affiliates which are normal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hinese partn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is Hunan City University. In our relatively short years of existence, we have chalked a 
number of successes, including;
•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on ou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me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has reached 3,000. 
• Also, the number of Chinese training centers opened outside the UCC campus has 
been on the ascendancy; we now have Chinese training Centers at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University Practice Senior High School, Mfantsipim Senior High School, Shama 
Senior High School,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Perez University College,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Immigration Servi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Takoradi Guangdong 
Senda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among others. In addition to this, Chinese Clubs have 
been formed in some schools including UCC Primary School, Mfantsipim and Shama 
SHS.
•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IUCC including the Global Confucius Institute Day Celebrations,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onfucius Day Celebrations,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China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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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Forum. These programmes provided the platform for showcasing 
the rich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were patronized by scores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UCC and the other training centres.
• CIUCC h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Summer Camps at HCU for Ghanaian student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 CIUCC has organized a 12-member delegation to China led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In addition to these achievements, CIUCC offers a number of courses including: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ourse (LAR 120)
•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course
• Chinese beginning courses 
• HSK course
•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 Taiji training course 
• Calligraphy course  
• Chinese handicraft  
The vision of CIUCC is to achieve a sustained rel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dates back to 1960 when the two 
countries first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Kwame 
Nkrumah. However, in recent tim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gone 
beyo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to cultural and economic diplomacy. China has become 
Ghana’s single most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the bulk of Ghana’s imports come from 
China an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Ghana is on the ascendancy.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100 Chinese companies in Ghana. These developments, coupl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ultural diplomacy have rendered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ven more imperative. China is undoubtedly an ‘awakening giant’ with hug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s. It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with $11 trillion, or 14.8% of the world economy. It is also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18.4% of world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most widely-spoken language in 
the world (1.2b) followed by Spanish (400m) and English (360m).
Thus literac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important to not only those who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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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ork in Chinese companies but those who want to be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cease the other socio-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at the Chinese offer such as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to study in China.
Please permit me to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Director and staff of CIUCC,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the Board, Management, staff and students of this great school 
for collaborating with us towards this worthy course. As part of the collaboration, 
management is catering for the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needs of the Chinese 
Teachers. I am also informed that you have allocated a whole block in your ultra-modern 
building to be used as the hub for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These amply demonstrate 
your commitment to this collaboration. Together we can mou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ho are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read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offers.
Thank you.
Xie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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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外方院长伊斯梅尔·门萨在 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年终汇报演出暨

大使奖学金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Mr. Chairman
Your excellency Mr. Shi Ting Wa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Ghana
Prof. Hu Liang Cai, China Director, CIUCC
Students
Parents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Zǎoshang hǎo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staff and directors of CIUCC, I wish to express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 the management and staff of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accepting to 
host us this morning and to our special invited guests for honouring our invitation to be 
hear this morning.
This morning, we are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First, our students will showcas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t over the past year. Then we will 
award our deserving students under the Chinese Ambassador Scholarship Scheme. This 
year, the ambassador has graciously offered $6,000 to be awarded to deserving students. 
As a Confucius Institute, our core mandate i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and thereby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200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anban (the Office of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 has established over 500 Confucius Institut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n 
Ghana, we are privileged to have two of those i.e. CIUG and CIUCC.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CC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on 2nd of June, 2016 (so we are 
barely two years old). On the 28th of September, we celebrated our second anniversary 
on UCC campus. In our relatively short years of existence, we have chalked a number of 
successes, including;
•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on our Chinese langu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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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programme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has reached 3,000. 
• Also, the number of Chinese training centers opened outside the UCC campus has 
been on the ascendancy; we now have Chinese training Centers at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University Practice Senior High School, Mfantsipim Senior High School, Shama 
Senior High School, Cape Co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Perez University College, Penuel 
International School, Immigration Servi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Takoradi Guangdong 
Senda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among others. In addition to this, Chinese Clubs have 
been formed in some schools including UCC Primary School, Mfantsipim and Shama 
SH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ining centre at West End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our 
training centres to 13.
•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IUCC including the Global Confucius Institute Day Celebrations,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onfucius Day Celebrations,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China Africa 
Urban Development Forum. These programmes provided the platform for showcasing 
the rich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were patronized by scores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UCC and the other training centres.
• CIUCC h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Summer Camps at HCU for Ghanaian student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 CIUCC has organized a 12-member delegation to China led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In addition to these achievements, CIUCC offers a number of courses including: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ourse (LAR 120)
•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course
• Chinese beginning courses 
• HSK course
•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 Taiji training course 
• Calligraphy course  
• Chinese handicraft  
The vision of CIUCC is to achieve a sustained rel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Ghana.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dates back to 1960 when the two 
countries first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Kwame 
Nkrumah. However, in recent tim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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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to cultural and economic diplomacy. China has become 
Ghana’s single most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the bulk of Ghana’s imports come from 
China an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Ghana is on the ascendancy.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100 Chinese companies in Ghana. These developments, coupl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ultural diplomacy have rendered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ven more imperative. China is undoubtedly an ‘awakening giant’ with hug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s. It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with $11 trillion, or 14.8% of the world economy. It is also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18.4% of world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most widely-spoken language in 
the world (1.2b) followed by Spanish (400m) and English (360m).
Thus literac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important to not only those who want 
to work in Chinese companies but those who want to be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cease the other socio-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at the Chinese offer such as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to study in China.
Let me conclude by thanking the management of West End International School once 
again for hosting us. We hope our partnership toward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grow even stronger. To your excellency Mr. Wang,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towards motivating our students to work even harder. To our 
hardworking teachers, I say thank you and continue to work even harder.  Finally, 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availing yourselves for this occasio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awardees and the performers. 
Thank you.
Xie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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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2016 年 -2018 年媒体影响力

2016 年 -2017 年媒体影响力

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2/17/c_129483662_2.htm

  新华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2.http://www.fmprc.gov.cn/ce/cegh/chn/zjgx/jylx/t136750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大使馆官网：驻加纳大使孙保红会见加纳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候任院长 

3.http://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467576.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驻加纳大使孙保红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一

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4.http://wz.chinesecio.com/?p=14236

  网络孔子学院官网：中加友好——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一周年庆典    

5.https://m.sohu.com/a/199490906_201960

  搜狐网教育频道：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驻加中企联合建立汉语教学点   

6.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2/10152215.html

  环球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组图）

7.http://gjjlc.gov.hnedu.cn/c/2016-06-07/753230.shtml

  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我省再添一所孔子学院——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揭牌

8.http://news.163.com/17/0217/14/CDG1P2HP00018AOQ_all_mobile.html

  网易新闻：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组图）

9.http://www.chinaqw.com/hwjy/2017/02-20/127639.shtml

  中国侨网：中国文化活动走进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10.http://www.jyb.cn/world/hytg/201606/t20160603_661748.html、

  中国教育新闻网：湖南城市学院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11.http://www.myclass1to1.com/?m=article&c=index&a=item&id=853855&c

id=33634

  枫语国际官网：加纳中部省省长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首次正式会谈

12.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7-02/17/content_28243361.htm

  中国日报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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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ttp://hnyys.wenming.cn/wmbb/201711/t20171109_4862156.shtml

  中国文明网：加纳教育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孔子学院理事会代表团来湖南城市

学院访问

14.http://www.sunda.com/groupview.aspx?tid=928&id=283

   森大集团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特福（加纳）陶瓷有限公司联合建

立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

15.http://www.chnlib.com/wenhuadongtai/2017-11/365169.html

  中国图书馆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育访华团参观益阳市博物馆

16.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7/02/17/015778521.shtml

  中国江西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17.http://hunan.voc.com.cn/article/201606/201606121450368980001.html

  华声新闻网：湖南城院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18.http://mini.eastday.com/a/170609172441293.html

  东方头条：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

19.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7/02/17/030981218.shtml

  南海网新闻：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20.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702/t20170217_15555168.

htm

  大众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21.http://ent.xinmin.cn/2017/02/17/30842723.html

  新民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启动首个汉语教学点

22.http://www.fmprc.gov.cn/ce/cegh/chn/zjgx/jylx/t136750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大使馆官网：驻加纳大使孙保红出席加纳海岸角大学孔

子学院成立一周年庆典

23. http://www.hnswht.gov.cn/new/whgj/sxxw/content_117272.html

  湖南省文化厅：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育访华团参观益阳市博物馆

24. http://www.sohu.com/a/201990112_697331

   搜狐新闻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特福（加纳）陶瓷有限公司联合建立

汉语教学点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

25. http://www.sohu.com/a/162888247_717993

  搜狐新闻网：“华夏·洞庭”孔子学院夏令营开营，这些加纳学生表示很欢乐！

26. http://www.yiyang.gov.cn/wtgx/4605/4610/content_339545.html

 益阳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育访华团参观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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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博物馆

27. http://www.sohu.com/a/82193855_176000

  搜狐新闻网：湖南再添一所孔子学院——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揭牌

28.http://www.sohu.com/a/146018589_201960

  搜狐新闻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一周年庆典

29.http://www.fmprc.gov.cn/zflt/chn/jlydh/t1468028.htm

   中非合作论坛官网：加纳大使孙保红在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庆典上

的讲话

30.http://www.hncu.net/info/1016/3731.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我校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获国家汉办批准

31.http://www.hncu.net/info/1016/4156.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我校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正式揭牌

32.http://www.hncu.net/info/1016/4159.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第一次理事会召开

33.http://www.hncu.net/info/1016/5365.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2017“华夏 •洞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我校开营

34.http://www.hncu.net/info/1016/2632.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李建华率团访问加纳海岸角大学

35.http://www.hncu.net/info/1016/5365.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2017“华夏 •洞庭”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我校开营

36.http://www.hncu.net/info/1016/4269.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我校与加纳海岸角大学签署海外实习基地协议

37.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10/26/content_703349.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孔子学院日文化体验活动

38.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9/13/content_698821.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 2017-2018 年学年度第一学期中文

课程推介会

39.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9/12/content_698557.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海岸角技术大学合作开办汉语教学点

40.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6-06/06/content_646034.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41.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6-07/08/content_6501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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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与湖南城市学院签署海外实习基地协议

42.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6-10/28/content_662178.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庆祝 2016 年“孔子学院日”

43.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2/17/content_672933.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 2017 年春节联欢会

44.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4/01/content_679796.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中部省省长与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首次正式会谈

45.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4/05/content_679850.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一行访问首个教学点

46.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4/05/content_679852.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赴库西亚地区商谈合作办学事宜

47.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4/06/content_680033.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主题讲座

48.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4/19/content_681732.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新学期中文拓展课程宣讲会

49.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5/04/content_682987.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文化体验活动暨中文俱乐部开幕式

50.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5/16/content_684964.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举行暑期中文兴趣

班结业典礼

51.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6/15/content_690008.htm

   国家汉办官网：中加友好—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一周年庆典

52.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6/26/content_691328.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母校举

行中文俱乐部启动仪式

53.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6/26/content_691386.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考察团访问莎玛高级中学

54.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6/27/content_691739.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加纳中部省警察厅就建立汉语教学点举

行会谈

55.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7/06/content_692747.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青建国际联合建立汉语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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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7/06/content_692831.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海岸角技术大学商谈建立汉语教学点

57.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7/06/content_692804.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受邀出席中部省警务高层管

理系统会议

58.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8/01/content_695186.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青建国际联合培训班开班

59.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9/11/content_698429.htm

   国家汉办官网：2017“华夏·洞庭”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夏令营

圆满结束

60.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09/12/content_698557.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海岸角技术大学合作开办汉语教学点

61.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11/08/content_706527.htm

  国家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特福（加纳）陶瓷有限公司汉语教学点

开课

62.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11/17/content_707997.htm

  国家汉办官网：“武林汉韵”巡演亮相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63.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11/22/content_708761.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首届太极拳比赛

64.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7-11/27/content_709087.htm

  国家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国崛起与非洲机遇”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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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媒体影响力

1.http://www.hncu.net/info/1016/6045.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2018 年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

2.http://www.sohu.com/a/270506311_826665

搜狐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与塔克拉底技术大学举行签约汉语教学点

3.http://www.hncu.net/info/1016/6131.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运行两周年庆典暨孔子学院日庆祝活

动

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20/content_1875798.htm

人民日报网：海外声音

5.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8-09/19/content_744653.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胡亮才与加纳中部省省长夸美纳·邓肯举

行会谈

6.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8-09/29/content_745278.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科达（加纳）陶瓷有限公司举办第一期本地

员工汉语培训结课暨第二期开课典礼

7.http://www.hncu.net/info/1016/6131.htm

湖南城市学院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行运行两周年庆典暨孔子学院日庆祝活

动

8.https://3news.com/confucius-institute-ucc-hunan-city-university-

partnership-promises-more-scholarships/

加 纳 TV3：Confucius Institute–UCC, Hunan City University partnership 

promises more scholarships

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I4_E_Ft-w

YOUTUBE: 宣传视频《爱很简单》

1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h-wvB-gek

YOUTUBE: 宣传视频《我想你》

11.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2/09/content_718039.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中文课程宣讲会

12.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2/22/content_719583.htm

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举办春节文化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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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2/27/content_720648.htm

汉办官网：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举行新生注册动员大会

14.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2/28/content_721772.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角色”讲座

15.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3/05/content_720013.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 2018 年奖学金项目介绍讲座

16.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3/26/content_723438.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与加纳中部省教育厅厅长会谈

17.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3/27/content_723782.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参观中资企业教学点

18.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3/27/content_723838.htm

汉办官网：汉语教学正式纳入海岸角大学附属小学课程体系

19.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3/28/content_724139.htm

汉办官网：曼特西皮姆高级中学举行中文开课动员大会

20.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4/20/content_727357.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动因》讲座

21.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5/07/content_730269.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加外交关系”专题讲座

22.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5/10/content_730986.htm

汉办官网：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资企业招聘会

23.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8-06/11/content_735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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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教学管理案例分析

标题：  孔子学院非学分课程的学生管理问题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曾卫军

案例分析：

孔子学院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海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机构，汉语教学是孔子学院一

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孔子学院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以及进行文化推广的基础。在

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体系中，一般可以分为学分课和非学分课两大类。学分类汉语

课程一般是纳入了所在学校的课程体系的，好管理也好教学。而非学分汉语课程一

般没有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利用学生课余的时间进行教学。这类汉语教学，教学时

间得不到保证，学生难以管理，学生上课的随意性大，迟到或缺席的情况也很普遍。

遇到学校有活动，比如说迎接新生晚会、毕业日、选举日等，迟到和缺课的人就很多。

另外遇到专业课程的测试或者其它专业实践活动，学生也会以专业课为先。这样，

学生因缺课赶不上进度或不再想学而中途放弃的就很多。到期末时，仅有一部分学

生能参加汉语期末考试。在孔子学院运营初期，这种现象在各个孔子学院应该都是

比较普遍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呢 ?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

解决这个问题呢 ?

问题分析：

这个案例中提到的是海外孔子学院非学分课程学生管理问题。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孔

子学院非学分类课程主要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 学生迟到缺课现象较严重，学生难以管理。

2. 学生的学习不能持续，学员流失较大。

附件十：2018 年孔子学院优秀案例分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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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怎么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孔子学院汉语课程没有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由于学生不是在正常的学习时间内

学习，只是利用课余或者周末来上课，没有学校的学分的制约，这是这类课程难以

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教师的教学不能吸引学生，学生本来是兴趣学习，如果教师的教学缺乏一定的

吸引力，同样也会让学生不想来上课。另外再加上汉字难学，学生会产生畏难情绪，

也会难以坚持学下去。

3.来自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很多方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客观原因有：（1）学生的专业课与汉语课的上课时间与汉语课相冲突的话，学生

肯定不会选择汉语课而放弃专业课；（2）到了专业课的平时小测试或者期末考试时，

学生也是会选择复习迎考而不再来学习；（3）海岸角大学的上课时间一般是一个

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连排，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学生上完一门课程后，要从这个教学

楼赶到另一栋教学楼，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迟到也就不可避免。

主观原因有：（1）学习动机不强。因为学生只是抱着好奇的、有趣的心态来学习，

学习态度自然不会端正。如果发现汉语学习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趣，便不再继续学

习。还有的学生纯粹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来学习，就更加难以坚持学到最后。（2）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纳人本来时间观念不强，做事慢，平时做什么事迟到是

常见的现象。参加一个会议或者是一个活动，人员陆陆续续地到达是常态，迟到

一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也是常态。所以当学生参加免费的汉语兴趣学习时，自然是

迟到得比较多了。

4. 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原因。

教材不适合学习者的国情或者学习者的接受能力，教学内容太多、太难，教学重点、

难点难以掌握，这些也会导致学生厌学而不再学习汉语。

解决问题的策略：

1. 尽量争取将汉语课程纳入各个教学点学校的课程体系，这样汉语课的教学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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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像其它课程一样进行正规有序的教学，有了学分或者课程体系的约束，至少可以

保证学生学习的时间。

2. 汉语教师要尽量提高自己的汉语教学技能技巧，提高课堂组织和汉语教学的能

力，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使学生喜欢汉语，爱学汉语。

3. 教师在上课之余还要多钻研教材，了解教材的重点、难点，设计较好的教学过

程和步骤，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技巧，让学生掌握好教材的重点、难点。

4. 教师还应多和学生交流谈心，要鼓励学生，增强学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告诉学生学习汉语的用途，对他们毕业后找工作以及去中国留学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让学生除了单纯的感兴趣外，有更长远的打算，树立远景动机，这样就能增强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让他们能有耐心坚持学下去。

    总之，对非学分课学生的管理和教学应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教师到学生

等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要有针对性的找出原因对症下药，这样才能保证孔子学院

汉语教学的质量，在海外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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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类型：教学案例分析

标题：学生经常迟到怎么办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马丹丹

案例分析：

教学地点：非洲加纳海岸角市  教学对象：大学生 零基础

   在加纳的汉语教学中，由于中加时间观念的差异，学员经常上课迟到，对课堂

秩序、教学进度有不良影响。那么如何处理学生经常迟到的现象呢？

问题分析：

    这个案例中提到的是海外孔子学院课堂管理问题，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在教学中

主要存在这样的问题：学生没有严格的时间观念，对迟到习以为常。

原因分析：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所上的课程性质为兴趣班，无法对学生形成有力的约束

2. 中加时间观念的差异

3. 学生课程繁忙，时间比较紧张

解决问题的策略：

1.及早制定班规，明确课堂规则，严格考勤。对迟到的学生计次扣除对应的平时分，

若实是有特殊情况要迟到，需提前给任课教师请假，不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走。

2. 增加中加时间观念的文化教学内容。

   如可以用“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谚语导

入中国的时间观念。请学生一起对比中加时间观念的不同。如：今天早上9点开会。

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是 9 点之前到达，而不是 9 点从住处出发。特别给想要去、将要

去中企工作，去中国留学的学生强调，经常不准时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如有特殊情

况，或临时不能赶到，要提前告知。下雨、停电和堵车都不是迟到的理由和借口

3. 给迟到的学生一些特别的提问。如有学生迟到，可以请他们回答问题，背诵课

文或读写生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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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类型：教学管理案例分析

标题：如何更好地进行初级班的教学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任哲

案例分析：

    该案例以 2017 至 2018 学年第二学期，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初级汉语四班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下午两点至四点的课程为背景。初级汉语课程教材采用的是《非

洲人学汉语（上）》，本次课是【第二课 谢谢！】的第二次课，主要教学任务是

书中的“读语音学词语”以及“练习”部分。该课到课人数为 12 人。

问题原因分析：

1. 板书书写求快，以行楷为主，对学生学习汉字书写有不良影响；

2. 课程内容过多，学生觉得较为疲惫。

解决方法：

1. 在做语音练习的时候，反复加强对语音方面的操练，而不能太注重语音对应的

意思。过于侧重意思会增加过多内容，加重学生负担。并且不能扩展地过多，应有

选择地对教授内容进行适当的扩展。

2. 放缓板书速度，在板书的同时要求学生自主复习前面学习的内容；在平时加强

用马克笔板书的练习。

3. 在教授“读音节学词语”部分时，应根据课本重难点划分出重点词语与非重点

词语，重点词语着重进行练习，而非重点词语则只需简单带读，给出例句带读即可，

以此减轻过多的练习。

    总体来说，在安排教学的时候，应该更好地对课文的重难点进行剖析，准确地

提出重点词汇。并且在做教学计划之时，将书写板书的时间考虑进去，也需要深入

思考在板书的期间，如何让学生有效地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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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类型：师生关系案例分析

 孔子学院师生关系案例分析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黄勤海

案例分析：

   无论是对于孔子学院的学生，还是中文老师和孔子学院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师

生关系很重要。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激励孔子学院的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同

时也能使汉语教师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些慰藉，减少一些孤独感，减少一些跨文化适

应问题，进而推动孔子学院和谐发展。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成立近两年，目前已在

注册学习汉语的人次达到三千多人，中方汉语教师 10 人，每天汉语教师都会和不

同的学生打交道。能够注重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的老师往往在教学时，教学效果比

较好，而且班里很少有学生流失，在课外也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周末还能一起出

去玩儿。而平常不注重发展师生关系的汉语教师，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跨文化适应

问题。因此师生关系对于汉语教师来说，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的成就感，另一

方面有利于排遣异国他乡的孤独，而且师生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让孔子学院的学生

积极参与到孔子学院的招生、汉语教学、文化活动中。

问题分析：

    中方汉语教师和孔子学院学生除了在课间有联系之外，在其他时间联系比较少

甚至不联系。总体上看，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较少。

原因分析：

1.中加文化差异：中国的教育观念和加纳的大相径庭，加纳学生普遍存在不守时、

不守信的现象，这就让汉语教师很难从内心上去接受这些，但是汉语教师没有心思

或者是有心思但是最后被学生的不守时不守信磨掉心思去发展与学生的关系。

2. 汉语教师的个体特征：一般性格平易近人，有耐性的汉语教师能够很好地处理

与学生的关系，但是性格比较急躁，说话比较直接的汉语教师在师生关系处理上就

比较吃力。

解决问题的策略：

1. 汉语教师应该提高对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意识。每学期注重观察班里诚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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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着重培养与他们的关系，让他们协助管理课堂，组织学生参加孔子学院文

化活动。平常出去玩儿都可以叫上他们，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

可以通过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

2. 孔子学院可以在每个班里挑选一些汉语比较好，能力突出的学生在假期来孔子

学院实习。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孔子学院的日常工作，另外一方面这些学生还可

以在孔子学院中文语境下好好练习汉语。

3. 孔子学院可以挑选一些汉语好的学生作为汉语教师的助教，这样无形之中就培

养了汉语教师与汉语好的学生关系，同时也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更多锻炼汉语的机会，

而这些汉语好的学生是孔子学院的“汉语桥”、“HSK”考试项目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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