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抚今追昔，戚衰荣辱已成为过往

云烟；继往开来，国家重器笑看民族

振兴。在这庄严而具有历史意义的

时刻，我党迎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

大。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不禁回

眸历史；你看霜雪寒霄，星河影摇。

悠悠数载后，再闻佳音。从嘉兴南湖

的一艘游轮，到万众瞩目的人民大会

堂；从只有寥寥几十人参与的中共一

大，到而今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十九

大；从积贫积弱的小米加步枪到不可

小觑的军事强国，我看到在党的领导

下，东方冉冉升起的新星点亮夜空。

十九大的召开，吹响我国大踏步迈向

全面小康的强军号角，是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引灯塔。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非常荣

幸能够与祖国共同沐浴灿烂的荣

光。身处在新时代的大学中，肩负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我们要多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广泛

的学习和实践中确定自己的理想。

青年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青年

力量也是整个国家社会翘首以盼的

后继力量。

现在的我，在黄海之滨的连大求

学，我希望我们连大的青年能够博古

通今，主动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

使命。万里长城横亘东西，京杭运河

纵贯南北；国画令人陶醉，四大发明

福泽世界；中医中药自成体系，天文

地理成就斐然。祖国的传统文化熠

熠生辉。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去了解

文字、诗歌、武术、棋艺等中华文化，

并将其发扬光大。

我也希望每一个连大人能立德

修身，见贤思齐。年轻人还应关注自

我素养，立德修身；博览群书，要去感

受那些贤人雅士的精神境界；要有做

人、做事的榜样和标准。国是由每一

个个体组成的，最好的国民才能凝聚

出最好的国家。

我还希望，每一个连大人能够志

存高远，追求卓越。大连大学拥有文

明，自强，求是，创新的校训，培养的

是有独立人格，有责任感 ，有思想的

学生。连大青年们应该具有全球视

野，敢做中国脊梁。你看，在校园橱

窗里，有不少杰出校友的照片和他们

成就的介绍，不仅是学校办学成就的

展示，也是对于学生强大国家的责任

担当的引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目

标：10年后或是20年后，我也应该和

他们一样，成为连大的骄傲，成为祖

国的骄傲。

借用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广大青

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

来雕琢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

人。唯有此，才成璞玉，而非边料。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应当积极

融入这社会改革的浪潮中，以己之力

砥砺前行，从自身做起，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国际学院会计173李诗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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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青年

我们的责任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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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道”与“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即使十九大

已经闭幕，可这句话牢牢镌刻在我的脑海

中，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一直回

荡着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对十九大怀

了最高的敬意。

在11月15日，我们班级开展了围绕十

九大主题团训。在活动中，有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的感慨，也有静下心来做真事的诺

言。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有关

介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背景的视

频。里面已过半百的老人家那样热忱地

介绍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每一句

话都发自他的内心，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习

近平同志是真正的走入了百姓心中。视

频里不仅有老人，还穿插了习近平同志对

七年知青岁月的感想:“我在陕西那几年最

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怎么去融入人民群

众。”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毫无意

外地戳中了我的泪点。因为，我是真心觉

得，他为人民做了很多的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

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

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到 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1年是

开始发放贫困补助的第一年，我成为第

一批填写贫困申请书的住宿生，那一

年，我领到了第一笔贫困补助资金 500
元，我无法诉说我和妈妈当时有多么开

心。2012年，我也是第一届享受到营养

午餐的学生，至今记得第一天开设营养

午餐时餐厅外排起的长龙，如果没有这

个政策，我想，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可

以在每天中午吃到几块肉。即使很少，

但对于当时的我，一直觉得无比幸运。

几年时光，很短也很长，可是真的就能

那么清晰地看见农村发生的变化，看见

农村里受到帮助的农户有多么开心，我

们就有多感谢那些利民政策，我们就有

多相信，全面脱贫不是梦。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

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

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反腐，并不是

嘴上说说那么简单。习近平总书记最初

就任时就面临着这个巨大问题，但他并没

有无动于衷，“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

子，就要得罪 13亿人民。”这是他说的话，

在他的带领下，国内由最初对反腐的怀疑

到对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叫好，人民群众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由

中共十八大前的 75%攀升至 2016 年的

92.9%，每一个数据无不体现了中共反腐的

巨大成功。我相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那种海晏河清的美好社会终会到来！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

人。十九大的报告也许给我们的震撼和

感悟都是不同的，但是它让十几亿华夏

儿女的心都紧紧连在了一块，而我们也

将努力贯彻十九大精神，共同建设祖国

美好的明天！

人文学部吴海燕

2017年 10月 18日，是一个充满丰收和喜悦的日子——党的十

九大在这天开幕。十八大后，党确定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经过五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贪污腐败的风气得到有效的治理，三创的海浪推

遍全国各地，中国的经济进入健康化的新常态，社会的主要矛盾也

发生改变。一个新的时代在向我们招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迎着中国梦的光辉傲然升起。

伴随着党多年来的领导和中华民族的长期努力，我们的中国梦

越来越近。在十九大上习总书记郑重地宣布：经过中华民族的长期

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

倚仗的是我们广大青年的努力，青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新鲜的血液，

是未来社会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曾嘱咐广大青年“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梁启超曾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

弱。”在新时代里，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新的旅途。

在新时代里，让我们迎着梦远航。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们去

走，我们可以犯错，可以失败，可以被击倒，但永远不要被打败，这才

是我们的青春。也许像陶渊明一样隐居田园，或像李白一般遨游

于山水之间，那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我更愿像梁启超，孙中山一样

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心中的执着和梦拼一把，为我们的后代做一些

事。我们的青春该有一个梦和为之奋斗的执着。

新一代的青年，需要一种担当。在新时代里，我们担负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不需要在网上

作谣言的“生力军”，不需要在街头“摇旗呐喊”作“一代愤青”，只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多一点文明，少一点粗俗；

多一点实践，少一点空谈；多一些关怀，少一些冷漠……一个自由民

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正是在这一点点改变中形成。

青春是我们青年的不竭财富。有的人总羡慕别人有一个富裕

的家庭，羡慕别人的父母有钱有势。何必呢？年轻就是我们最大的

财富，我们有的是时间创造，有的是时间经历失败，又从失败中站

起。也许，不经意间你已经成为了下一个“马云”，或成为下一个“屠

呦呦”，也许数十年之后还是一贫如洗，无所作为。

信息学院 计科172 魏林

前言
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彰显国家的文化自

信。2004年，在韩国的首尔第一所海外孔子

学院诞生，之后如雨后春笋，迄今为止已在

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6所孔子学

院和107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2014年，在遥远的非洲岛国塞舌尔和科

摩罗，大连大学承办的该国唯一的塞舌尔大

学孔子课堂（已升格为孔子学院）和科摩罗

大学孔子课堂正式揭牌运营，学校先后派出

中方院长和教师 8 人、汉语教师志愿者 12

人。他们以开拓者的姿态在探索中前行，历

时4年，实现了孔子学院/课堂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突破和发展。如今，2个国家学习

汉语的注册学员达到了1600多人，并在科摩

罗大学设立了汉语专业。

海外的孔子学院/课堂都做了哪些方面

的工作？师生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怎样？

他们怎样面对文化冲突，怎样传播中国文

化，怎样与当地人和谐相处？当无意识发生

了认识或信仰上的矛盾时，怎样化解？

从本期开始，我们特地开设《孔院人的

故事》栏目，一起来分享孔院人的故事。本

期要发的文章来自塞舌尔大学已卸任教师

刘金冬，这是她的临别感言。

在我即将离开塞舌尔大学孔子学院的

时候，心底竟充满了念念的不舍，以至于多

日来有些魂不守舍，茶饭不思。如果不写下

一些文字的话，会深以为憾的。

我在塞舌尔这个地方工作了四年，看着

孔子学院从一无所有中成长起来，见证她每

一步踏实的脚印，就像一个宝宝从襁褓里挣

扎出来，终于能步履从容地跑来跑去，其中

的欣喜感和欣慰感只有那些有相同经历的

人才能体会和认同。

2013年 10月中旬，我和马敏院长、孙颖

老师一行 3人来到了印度洋这个美丽的小

岛，那个时候叫孔子课堂，而且还只是躺在

文件柜里的孔子课堂。

经过多少次开会讨论，多少次广告宣传，

其中又有多少次误解和拒绝，我们概念上的

“文化冲突”变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才

终于艰难地从文件柜里走出来，变身为一个办

公室、两个教室、三十几个学员的“课堂”。

四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开课了！

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材、教案都是新

的，面对的学员也是新的，所有的都是新的。

我们就这样摸爬滚打地认识了塞舌尔，认识

了塞舌尔人，并最终能以坦诚的态度面对彼

此，建立了一种长久的基于文化高度的友谊。

想想这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百感交

集。我从中体会的人生况味不仅丰富了我

的经历也提高了我的认识，使我更深刻地理

解了人性，理解了人性的普遍性。

我是一个工作快30年的老教师，探讨工

作经验或工作体会可能是一种人生常态。但

汉语教师是一个具有超强实践性的行业，近

些年新人辈出。可以说每个从事这一专业的

人都有话要说，而且都能说出一些带有规律

性、获得高度认可的话题。就教学内容来说，

知识没有多少高深的东西，难在教学方法的

创新。而方法的创新固然跟一个人的能力有

关，更跟一个人的事业心有关。

其实，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工作如同中

国文化的“道”与“术”的关系。

汉语教师的所谓“道”，就是热爱本职工

作，有一颗为学生服务的责任心。因为在海

外做汉语教师，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个体，

而是代表着祖国的形象，你就是中国文化的

“形象大使”。这种使命感会使你的教学和

生活不同于当地做生意的华人，会让你的工

作价值感倍增，同时也会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和喜爱。你的爱国心会使学生感到你有

“爱”，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也会努力学习

报答你的热忱。

汉语教师的所谓“术”，就是教学方法。

虽然理论上教学方法有很多流派，但实际上

没有哪一个方法可以贯彻始终。教师必须根

据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原则，寻找最适合这

个班的教学方法，当然，化难为易、精讲多练、

寓教于乐、及时复习、检查作业等都是常规的

教学方法，在这些大原则之下，可以有无数个

实用的小方法。所以，方法问题说到底是“法

无定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每个

班的学生都会适应老师的教学方法。

任何一种语言学习对学习者都是一种

文化渗透，只是这种渗透“润物细无声”，使

学习者不知不觉地理解或拥有了使用这种

语言的人所特有的文化。这就是学习语言

最重要的地方：通过学习语言而学习文化。

具体到汉语学习，就是教师如何通过教授汉

语而使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哪些文化是必须传授又要通过

怎样的方式传授呢？这就要根据当地的文

化特点有选择地选取他们所需要的中国文

化。如塞舌尔人没有守时、守信的习惯，不

那么努力勤奋，没有目标意识，家庭观念不

强等，汉语教师通过学习课文和讲故事的方

式把中国人的守时守信、勤奋上进、有目标

感和家庭意识等文化有意识地传达出来，会

对他们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我记得四年前，如果学生上课来晚了，

进来告诉我堵车了，然后就坐下来学习，没

有任何愧疚之意。通过三个月的汉语学习，

他们终于知道即使来晚了五分钟，也必须跟

老师说：“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来

晚了不道歉的理由是:因为堵车了来晚了，不

是他有意要晚的，所以不需要道歉。后来道

歉是因为你来晚了打扰了大家上课，所以要

道歉。这就是进步，从不道歉到道歉不仅是

一个礼貌的问题，也是意识转变的过程：学

习尊重他人。

但文化从来都是相互的，在我有意识地

讲中国人的美好品质的时候，我也受到了有

关信仰的挑战。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老师，你信上帝还是信佛教”？我来自一个

无神论的国家，而绝大部分外国人都是有神

论者，他们不能理解无神论者的精神世界。

那些学了汉语的学生，就知道中国虽然没有

严格的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

仰，他们相信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相信靠自

己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有儒家文化的美好精

神。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信仰，只是没有

教堂没有仪式但深入中国人的人心。

哈佛教授说，中国文化屹立世界五千年

不倒，说明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只是他

们的信仰与我们不同，他们有钻木取火、愚

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

父追日等神话传说，这种勇于抗争的精神就

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信仰所在。

当汉语学习者已经通过汉语窥视到中

国文化堂奥的时候，我们汉语教师的目的就

达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一定会让他们

乐此不疲地继续学习汉语，他们将成为理解

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人，他们将成为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如果有人问我在塞舌尔四年最大的收

获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我不仅收获了友

谊、眼界和宽容心，更懂得了做一个汉语教

师爱心的重要性。我比以前更有爱心，更有

耐心，也更细心，这是零起点班的学生教会

我的。为此，我要感谢塞舌尔，感谢所有我

教过的塞舌尔汉语班的学员，感谢塞舌尔大

学的所有员工，还有跟我一起努力工作的孔

院同仁们。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通力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人文学部刘金冬

昨天女儿放学，兴冲冲的跟我说：“爸爸，老师留了作文，写我的

理想。 爸爸，你呢，你小时候就想做医生么？”她仰着红彤彤的小脸

看着我，恍惚间我的记忆被带到了很远很远以前。

18年前，我19岁，邻近高考，班主任找我谈话，话题当然是谈高

考志愿。我站在初夏的教师办公室，看着窗外五月刚刚打苞的花

枝，仿佛有无数力量蕴含其中。我轻声却很坚定的说：“老师，我要

学医，我想做医生。

四个月以后，我站在大连大学写着“文明、自强、求是、创新”八

个大字的校门口，拍下了我和她的第一张合影。

走进大连大学正门的左手边，就是我们要度过五年学习时光的

医学院。第一天上课，路过一楼解剖室的时候，表面很镇定，可在看

见里面摆放好的一排排尸体标本的时候，心脏还是砰砰的快速跳动

了几下。班级里大家第一次见面，那时候的我们，比现在的孩子多

了一些拘谨和紧张，阶梯教室里，老师面对着一张张年轻而崭新的

面孔，充满仪式感的正声问：“你们为什么选择学医？”教室里开始了

小声的窃窃私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里波澜涌动。那一时刻，

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郑重而庄严地说：“我要付诸我的全力，让痛

的人不再那么痛。”

现在回想那天，却说不准心里的那个信念是从什么时候产生

的，也许是少年的时候，也许是站在校门口那八个大字面前的时候，

也许是看着敬佩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总之，那个时刻，那么

一句话斩钉截铁的，对着我的内心说了出来。

从此，一直到今天，这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当我看见急诊送来

的痛到蜷曲的花样年纪少年，看见耄耋的老人被癌症折磨的近于干

涸的身体，看见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身影，看见年轻父亲靠着医生

办公室墙壁捂着脸慢慢滑坐下去的无力，我心里都能看见这句话，

十几个字，一直都在。

医学院的学习繁重而充满挑战，我像一张白纸，从单细胞生物

开始，一步步汲取吸收成长，院领导作为强大坚定的支持后盾，给予

我们充足的空间和机遇，医学科学就是必须从实战和实践中成长成

熟的，我们医学生自然也是，院里尽可能的为我们解剖、实验、手术、

见习和实习，创造和提供优良的客观条件，让我们迅速成长，丰满而

坚实。我从一个普通新生，到班长，到医学院团委副书记。五年过

后，我以大连大学省级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完成了我的医学生生涯。

毕业后，我进入了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成为一名真正的临

床医生。

十三年了，从我医生生涯的第一个夜班，第一台手术，第一次六

连台，七连台，八连台，收到的第一封的感谢信，发表的第一篇学术

论文，通过的第一次的晋级考试，从我胸前的第一个住院医师的名

牌，到今天的副主任医师，新华医院像大连大学一样，给了我最大可

能的归属感，仁爱责任荣誉创新，每一个字都让我充满无限的动力

和信念，让我心里的那一句话时时刻刻的使我自己坚定的无所保留

的走下去。

我很庆幸，作为大连大学和新华医院的孩子，我可以有机会走

到今天，我也很荣幸，可以穿着白大衣站在阳光底下。女儿说：“爸

爸，我将来也要做医生。”我看着她的小脸，特别欣慰。

附属新华医院杜继明

理 想

又到岁末，各学院的迎新晚会精彩呈现，纷纷以鲜明的主题，独具的

特色吸引着学子们的眼球。图为经管学院的迎新晚会。

摄影实验中心郭辉

11月15日，由宿舍管理中心党建工作站主办的主题为“亲爱的祖国亲爱

的党，我想对您说”经典歌曲大赛暨颁奖典礼在锦程楼（招办）101举行。音乐

学院声乐173班、土木171班获得团体一等奖；经管学院174获得个人一等奖。

学生记者 李江勇 摄影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党建工作站

从 11月 22——29日，大连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又开始了“高雅艺术

进校园”活动，在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

职业技术学院、大连民族大学进行巡演。 摄影杨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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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晚，由大连大学、大连市音乐家协会主办，大连市音乐家协会

古琴学会、大连大学党委宣传部承办的大连市音乐家协会古琴学会大连大

学专场演出在我校校博学楼同声传译厅举行，二百余名师生到场欣赏。

摄影实验中心郭辉

学生们为刘金冬老师送别学生们为刘金冬老师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