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 洲 漢 語 教 學 協 會
ASSOCIATION EUROPEENNE DE L’ENSEIGNEMENT DU CHINOI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欧洲汉语教学协会 - 法国汉语教学协会 - 巴黎七大孔子学院
联合举办

欧洲汉语本土教师教学专题进修研讨会

汉语教学新趋向与展望
2018 年 6 月 30 日 - 7 月 1 日法国蒙达尔纪 (Montargis)
欧洲汉语教学协会联手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及巴黎七大孔子学院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 - 7 月 1
日再度在法国蒙达尔纪市森林中学(Lycée en Forêt) 举办欧洲汉语教师教学专题进修研讨会，
主题为 “汉语教学新趋向与展望”。研讨会使用中文为工作语言。 报名对象主要为在册的欧
汉会机构会员或个人会员；报名截止日期为 5 月 5 日 23 时整。报名方法一律通过网上直接
报名，请根据以下链接进入报名表：http://afpc.asso.fr/stage-montargis-2018 。
本次研讨会的对象仍以欧汉会会员为主（除欧汉会个人会员外，如报名者属所在国教学协会
已是欧洲汉语教学协会的机构会员，即自动成为欧汉会会员），也欢迎非欧汉会成员的同仁
自费参加。因名额有限，因此人员录取以报名先后顺序及国家地区代表性为原则。
研讨会日期自 6 月 30 日到 7 月 1 日（下午四点许结束）。欧汉会成员的研讨会和住宿费用由
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巴黎七大孔子学院和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共同承担，研讨会还将酌情提供
部分伙食补贴（非现金），个人自理往返旅费。住宿 6 月 29 和 30 日两晚的双人或四人合住宿
舍（无单人间）。非欧汉会成员的报名费 150 欧元（含两晚同样条件的宿舍和部分伙食补
贴）
。会后研讨会将提供一天（7 月 2 日）游览（世界自然和人文遗产）的免费大巴交通。欢
迎所有参会者报名参加，其他费用（如 7 月 1 日晚住宿和游览门票等）由参加者自理。
法国汉语教师协会自 2011 年组织全法本土教师进修培训研讨活动已有多年历史，在巴黎以南
一百公里蒙达尔纪市举行。这里风景秀丽号称水城嘎底奈，还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
馆和纪念景区参观线，中国近现代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先驱们在此生活和学习过。
研讨会第一部分和欧汉会做的国别调研及能力标准有关。第二部分结合法国正在酝酿进行的
中学教学改革看汉语教学问题，涉及慕课堂这样的尝试。第三部分主要就汉教日后发展的趋
势及由此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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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日程

7:45-8:15
8:15-8:45
9:00-12:00

12:00-13:45
14:00-17:30

17:00-19:30

2018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抵达
6 月 30 日星期六
7 月 1 日星期日
晨练（八段锦）
晨练 （易筋经）
早餐
早餐
开幕式 - 英国张新生
法国 白乐桑：
汉语教学和任务教学法互相兼容吗
欧洲汉语标准和国际汉语能力

工作坊：

工作坊：

（主持：白乐桑/周敏康/张新生）
欧洲汉语教学的发展和创新

（主持：王培文/尹文英）
各国中小学-大学汉语教学情况及问题
信息交流法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中的
问题和应对
午餐-交流
法国 李天翔：

午餐-交流
法国 尹文英
法国高考改革前景下的汉语教学
西班牙 周敏康：
汉语习得过程中的心理与文化障碍

参观：伟大的足迹
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
19:30-20:30
晚餐
21:00-22:00
汉字书写比赛-电影
7 月 2 日星期一 坐大巴参观中央- 卢瓦尔河谷或酒城等

数位教学技术:基于摩登（Moodle）的
网上汉语平台的运用与共享
参观：
布里亚运河桥 等待定
晚餐
汉字地书初阶-卡拉 OK

联系和交通信息
联系人王培文：手机+33614609316 微信 faguowangpeiwen 邮箱 afpcstage@gmail.com
研讨会地址：Lycée en Forêt 45 Avenue Louis Maurice Chautemps 45200 Montargis France
抵达蒙达尔纪市方式如下：
火车-自巴黎有两个火车站可前往蒙达尔纪市
1）Paris Gare de Lyon 每小时都有一班 RER-R 火车,一个半小时后抵达 (www.transilien.com)
2）Paris Bercy 每天仅六班火车,一个小时后抵达 (www.sncf.com)
自驾车前往蒙达尔纪市
自巴黎 A6-A77 高速 17 号出口 Dordives N7 进入 Montargis 沿指示牌 Lycée en Forêt
自意大利-里昂 A6-A19 高速 Montargis Nord 出口沿指示牌 Lycée en Forêt
自西班牙-波尔多 A10-A19 高速 Montargis Nord 出口沿指示牌 Lycée en Forêt
自法国中南 部 A77 高速 Montargis centre 出口沿指示牌 Lycée en Forêt
GPS : 48° 00′ 17″ Nord 2° 46′ 15″ Est / 48.004797, 2.77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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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专题进修研讨会讲座题目及主讲人简介
汉语教学和任务教学法互相兼容吗？
主讲人: Joel Bellassen (中文名白乐桑)教授，世界知名汉语语言教育学家，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
授，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会长，前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著作颇丰，其多年前主编的《汉字启
蒙》及主持提出的汉字门槛等主张，对法国和境外的汉语教学及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欧洲汉语标准和国际汉语能力
主讲人: 张新生 张新生博士现为英国理启蒙大学中文教授，现代语言中心主任。英国特许语言学家
协会荣誉会员，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副会长。曾任伦敦孔子学院院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中心主
任、欧盟汉语能力标准项目负责人和英国大学汉语教师协会会长等职。在英从事汉语教学和教师培
训工作多年，个人研究和发表的著作论文涉及汉语教材、文学、语言政策、汉语语言能力标准和测
试、英汉语习得与教学及跨文化交际等领域。

法国高考改革前景下的汉语教学
主讲人: 尹文英 法国汉语教学督学。近二十多年从事汉语教学和督导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就法国
中小学汉语教学的成绩和不足提出个人思考和意见；并讨论在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前景下汉语教学可
能遇到的新课题和挑战。

数位教学技术: 基于摩登（Moodle）的网上汉语平台的运用与共享
主讲人: Jean Columeau (中文名李天翔)，法国 Jean Moulin 中学高中汉语老师。李老师近年来一直致
力于发展网络教学。自 2013 年以来，他运用 Moodle 平台并在其技术支持下，创立了法语版网站
https://cours-de-chinois.com 。其建立的中国语言和文化介绍网站(http://www.chine- culture.com/)，内
容十分全面。为进一步拖动中文教育的发展，现正筹备英文版网站 https://learn-chinese.online 。

汉语习得过程中的心理与文化障碍
主讲人: 周敏康，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与东亚研究学院教授、博导。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近三
十年，主要研究国别汉语教学与教师素养。发表的专著和论文颇丰。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常务理事兼
秘书长。国际中文在线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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