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伦约翰斯顿中学孔子课堂开展端午节文化体验课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6-20 16:15:38  

当地 6月 7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的杜伦约翰斯顿中学孔子课堂汉语教

师在圣玛格丽特小学（St Margaret's Primary School）开展端午节文化体验课。 

汉语教师为五年级学生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以及赛龙舟和包粽子等相关习俗。随后，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兴致勃勃地体验了制作龙舟和折纸五彩粽子。 

 

制作龙舟展示 

本次端午节文化体验课，加深了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兴趣。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下设唐屋中学孔子课堂举办词汇教研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6-11 14:15:29  

当地时间 6月 3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唐屋中学孔子课堂语言中心中文

部召开以 “中文词汇复习策略”为主题的教研活动。 

此次教研活动的目的是针对学生学习中文词汇时出现的记不住、不会用、用不好等常

见问题，通过既有趣又有效的词汇复习法帮助学生能够牢固记忆、正确使用、得体运用中

文词汇。其中，可操作性强，课堂效率高且最受师生欢迎的是闪卡（Flashcards）、词汇

袋（A Word Bag）及词汇大本营（Vocabulary Foundation）三种形式。 

 

活动现场 

词汇复习法不仅寓教于乐，还化难为简，帮助学生克服了畏难心理，大幅度提高了学

生的中文词汇量，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中文的动力，让学习过程本身成为了一种乐趣。 

供稿、供图：张菁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教学点 

在耶特利庄园小学开展汉语体验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3-22 16:22:59  

当地时间 3月 8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教学点惠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的两位教师来到位于克罗索恩（Crowthorne）的耶特利庄园小学（Yateley 

Manor School），带领学生们进行了半日汉语体验活动。该校五年级的 20名学生分成两个

小组参与了体验。 

除了常规的问候语和数字教学外，两位教师还分别准备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教师

王晓婷进行功夫扇教学，教师李凌云带着学生踢毽子、托乒乓球、跳绳、打板羽球。学生

们在体验中国传统文体活动的同时，巩固了所学知识，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如其中一

名学生踢毽子或托乒乓球的时候，另一名学生帮助数数。在纸上做数字连线游戏环节，当

学生们完成连线任务，看到一条巨龙图案展现在眼前时，欣喜万分。 

 

合影 

此次活动广受学生们的欢迎，他们纷纷表示希望有更多机会参加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供稿：李凌云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岗姆娌女子中学孔子课堂 

开展“世界读书周”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3-15 17:01:18  

当地时间 3月 7日，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岗姆娌女子中学孔子课堂举办以“世

界读书周”为主题的读书日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唤醒学生们对于阅读的喜爱，同时呼吁大家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

过巨大贡献的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活动当天，师生们装扮成自己喜爱的书中角色。在年级活动时段，学生进行二十分钟

的自主阅读，然后一起观看了关于阅读的小短片。 

 

活动合影 

此次活动以师生共同参与的形式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和文化体验，增进了师生感

情，丰富了校园生活。 

供稿：刘群航 张敏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培训大会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3-08 12:06:49  

当地时间 3月 1日至 2 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培训大会。此次

活动由孔子学院外方副院长朱晓茗主持。 

活动伊始，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凯瑟琳·卡拉瑟斯（Katharine Carruthers）对孔子学

院的发展现状、取得的成绩及未来汉语教学的推广规划做了详细介绍和说明。 

 

凯瑟琳·卡拉瑟斯致辞 

孔子学院 MEP 项目负责人凯·麦克劳德（Kay McLeod）以“对学习者的期待效应”

（Learning Expectation）为题为参训教师带来了精彩讲座。她指出，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对个体学生的发展保持关注，正确理解学生的成长效应，并对学生抱有积极的学习期

望。 



 

凯·麦克劳德做报告 

伦敦厄斯维克学校（Urswick School）教师李珊带来的“如何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How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讲座给参训教师留

下了深刻印象。她认为，教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看个人的灵活运用。随后，她

给大家分享了多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法以及她独创的教学游戏。 

 

活动现场 

此次培训大会使教师们认识到了课堂上师生互动合作的重要性，他们表示，会更加用

心探索出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让汉语教学更加生动。 

供稿、供图：张菁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举办教师岗中培训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3-08 11:35:07  

当地时间 3月 1日至 2 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举办教师岗中培训，60 余名

汉语教师及志愿者参加了培训。 

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杜可歆（Katharine Carruthers）简要介绍了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

院汉语培优项目的推广情况，以及 UCL 教育学院的研究生教师培训项目等。她指出，英国

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增加，汉语培优项目的推广促进了英中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 

 

杜可歆发言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齐敏在发言中强调了汉语教师及志愿者在英国工作与生活需要注意

的安全常识。 

培训期间，孔子学院外方副院长朱晓茗与英国电影学院的卡罗尔·梅巴克（Carol-

Mei Barkwe）共同带来了题为“如何用电影加强你的汉语教学”（How to use films to 

enhance your teaching）的讲座。在讲座中，两人分享了利用中国电影片段进行汉语教学

的优势与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启发参训教师进行延伸思考和创造性发展。 



 

朱晓茗作讲座 

来自下设孔子课堂的一线教师及志愿者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兴

趣，以及如何提高课堂效率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在资源分享环节，参训教师及志愿

者分享了各自在英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培训现场 

本次岗中培训既促进了当地的汉语教学，也激发了汉语教师及志愿者对当地汉语教学

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供稿：朱建 陈瑞霞 徐申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孔子课堂及其辐射学校 

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2-27 13:10:02  

当地时间 1月 31 日，由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蓝森谷小学（Rosendale 

Primary School）孔子课堂及其辐射学校埃姆格林中学（Elmgreen School）联合举办的中

国新年庆祝活动暨中华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拉开序幕。本次活动为期 12 天，以“新年大

吉”为主题，以“教学、活动环环相扣，初中小学一脉相承”为设计理念，吸引近 500 名

中小学师生参加体验。 

春节前夕，汉语教师和工作人员早早挂起了新年装饰，火红的灯笼、中国结、春联和

“福”字，给英国学校增添了丝丝年味。 

当日上午，以“中国新年”为主题的全校集会在埃姆格林中学会议大厅举行。集会活

动包括中国服饰展示秀、新年知识讲解、提问互动三个环节。期间，参加中文培优项目的

19 名学生充当小主持人，师生们热情满满，笑意盈盈，不仅全部答对了小主持人们准备的

问题，还就小主持人身上的节日盛装、大厅里的新年装饰、中国新年节俗等做了创造性提

问。集会在欢声笑语中拉下帷幕。 

 

中文培优项目学生举办新年集会 



集会结束后，中文培优项目师生换下节日盛装，赶赴伦敦唐人街。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走上唐人街街头，参与剪纸活动、采访街边路人、寻找特殊中国元素、品尝中国美

食，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参加剪纸活动 

2 月 5日，蓝森谷小学孔子课堂举办了以“新年大吉”为主题的新年集会。10 名学生

身着中国传统服饰，为全校师生讲解了中国新年知识，收集了师生们的新年愿望，并存入

了“小猪银行”。 

 

蓝森谷小学孔子课堂新年集会 



埃姆格林中学的学生为蓝森谷小学录制的视频，是当天集会的另一亮点。中学生们通

过录制的视频，教小学生们读十二生肖，展示唐人街旅行成果，向蓝森谷小学的师生们详

细介绍了中国新年文化。很多小学生表示，虽然学习汉语不容易，但自己要向哥哥姐姐们

学习，到初中以后继续学习汉语。 

 

用筷子，尝中餐 

除了新年集会外，蓝森谷小学孔子课堂还开展了“用筷子，尝中餐”“学书法，写

‘福’字”“剪窗花，做‘红包’”“学太极扇，玩柔力球”等多项活动。异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热情，更使得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中增加了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孔子课堂举办中国日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2-22 15:09:20  

当地时间 2月 14 日，由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的芬南园中学（Finham Park 

School）孔子课堂联合西考文垂中学（West Coventry Academy）孔子课堂举办中国日活

动。来自芬南园中学和西考文垂中学七年级的 40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京剧介绍、画脸谱等。在京剧课堂上，学生们了解了京剧的起源以及京

剧的四个角色——生旦净丑，同时学习了相关语言点。随后，学生们观看了京剧视频，加

深了对京剧表演艺术的了解。学生们对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表演充满兴趣，频频提

问。 

 

画脸谱 

在了解了京剧脸谱，以及各种颜色的脸谱的不同含义后，学生们开始创作自己的脸谱

作品，他们充分发挥创意，乐在其中。 

此次活动增进了学生们对中国的了解，激发了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 

供稿：郑慧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芬南园学校孔子课堂 

举行 MEP 展示活动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8-10-15 14:13:43  

当地时间 9月 27 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设芬南园学校（Finham park 

school）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活动，该校的孔子课堂在开放日当晚举行 MEP(Mandarin 

Excellent Program)展示活动。 

芬南园学校孔子课堂 MEP 负责人海伦(Helen)、本土汉语教师朱弄月以及公派汉语教

师张庭积极准备，布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展示板，吸引了当地师生和家长的驻足欣赏。 

 

孔子课堂展示板 

MEP 介绍展示区展示学生所使用的课本以及作业情况；在书法展示区，学生及家长可

以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书写汉字的乐趣；在筷子互动游戏区，学生用筷子比赛夹糖果；饮

茶休息区展示了中国茶具，孔院教师带来茶艺表演，家长可以在此处休息饮茶，同时与教

师进一步沟通孩子的汉语学习情况。 



 

活动现场 

 

学生体验书法 



 

学生和家长进行筷子游戏 

在此次活动中，8 年级和 12 年级的学生主动前来帮忙，表现了他们对汉语和中华文

化的理解，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此次活动使学生及家长对汉语教学有了全面和深刻的认

识，同时扩大了孔院在考文垂（Coventry）地区的影响。 

供稿：张庭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下属圣玛丽马格达琳学院喜迎中国新年 

    [来源] 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发表时间] 2019-02-18 13:25:20  

当地时间 2月 5日，英国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下属教学点圣玛丽马格达琳学院举办

新春庆祝活动，学校一千三百多名师生共度春节。 

 

教师贺新年 

校园内张灯结彩，师生见面时，学生们纷纷询问对方的生肖，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中文培优项目的学生一起演唱中国流行歌曲《对面的女生看过来》，学校十年级中文班学

生带来了精彩的功夫表演，赢得全校师生的阵阵喝彩。 



 

学生合唱歌曲 

在文化工作坊，学生们了解中国新年如何庆祝，并参与了猪书签、猪手表、猪卡片等

的制作。 

 

成果展示 

此次活动让学生们感受了中国新年的氛围，他们纷纷表示非常有趣，进一步激发了他

们学习汉语的热情。                         供稿：范丹、白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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