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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巴黎报道】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法国区预选赛 5 月 26 日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市的艾克斯马赛
大学圆满落幕。本届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共有来自全法 28 位
学习汉语的孔子学院选手参赛。经过两天笔试、口试和才艺展示的角
逐，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 5 个单项奖。艾克斯马赛大学孔子学院
的罗高霆（CRIVELLO Gaultier）技压群雄，获得一等奖，来自国立
东方语言学院的美罗（Mélodie Martin-Goby）、杨凯美（Kemi 

YANGA）夺得二等奖，他们三人将代表法国赛区前往中国参加全球
决赛阶段的比赛。 

 



 
罗高霆表演歌曲。 

 
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很多都在中国生活过，其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之
情溢于言表。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罗高霆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交了
很多中国朋友。才艺表演上，根据自身经历创作表演的脱口秀《在华
老外的生活》，讲述了自己最初因为发音不标准闹笑话，到后来对各
种日常声音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的过程，成为了全场最令观众会心
一笑的表演。罗高霆对自己的获奖颇感意外，他表示，这次比赛，自
己没有太多准备时间，都是本色出演，他认为自己的表演之所以赢得
了大家的认可，得益于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验。“我说的都是我在中
国经历过的事情。” 
 



 
夏荫代总领事为获得二等奖的选手颁奖。 

 

 
杨进公参、夏荫代总领事、评委与获奖选手合影。 



 
同样是来自艾克斯马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王夏娃（Eve 

DERMONCOURT）表演自然、真挚，她为了学习汉语，在高中毕业
后，推迟了入大学的时间，而去了上海的一个接待家庭，在上海格致
中学学习了一年汉语。她的演讲的题目是《天下一家》，就是以自己
在中国的游学为背景，通过与接待家庭的交流、生活，明白了民心相
通、天下一家的意义。夏娃学习汉语得到了全家的支持，她的才艺表
演是演唱的《十年》，其播放的录音音乐伴奏就是她母亲专门为她录
制而亲手弹的吉他伴奏。她不负众望，夺得最具潜力奖。 

 
钟诚常务副社长为获得单项奖的拉罗谢尔孔子学院选手王乐家颁

奖。 
 

来自巴黎七大孔子学院的安东篱（Antoine CID）是第二次参加“汉语
桥”比赛，去年他获得了最佳表演的单项奖，今年凭借出色发挥，获
得了三等奖。安东篱不但在学校努力学习汉语，在去年参加完“汉语



桥”后，就积极参与全法中国学联、华人社团的活动，锻炼自己的语
言。他还参加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评剧学习班。这次他的才艺
表演除了拿手的吉他弹唱外，还专门为大家表演了评剧《秦香莲》中
包公的一段唱腔。获得大家的好评。 

 
巴黎七大学生安东篱表演吉他弹唱和评剧。 

 
来自巴黎·南戴尔孔子学院的选手晨明（GAYE Nathanael），凭借一
首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获得了最佳表演奖。曾在广州学习汉
语的他，很喜欢中国人的热情。他的演讲题目是《天下一家》，讲述
的就是自己在中国学习的故事。晨明说：“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也
很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有很开放的视野，对老外很友好。” 



 
拉罗谢尔孔子学院李顾南书法表演。 

 
许多选手谈到了他们在学习汉语时的趣事，表达了学好汉语、当好中
法友好大使的理想。而才艺表演也是精彩纷呈，武术、书法、绘画、
歌曲、舞蹈、剪纸、古筝弹奏、影视配音等不一而足。学习汉语不但
让他们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也丰富了他们的人生。 



 
巴黎七大孔子学院泰麦洛表演龙拳。 

 
这次比赛由国家汉办和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主办，艾克斯马赛大学孔
子学院承办。由艾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克里斯提娜·格拉兹雅
尼（中文名葛韵馨）担任评委会主任，国家汉办驻英国代表处主任陈
同渡、欧洲时报常务副社长钟诚、尼斯大学蔚蓝海岸孔子学院院长黄
晓敏、皮卡第大学乔治·白杜科等担任评委。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公参
杨进、中国驻马赛代总领事夏荫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讲话。 
 
夏荫在致辞中表示，中法都是文明古国，各具特色，相互欣赏，法国
是西方最早开展汉语研究的国家，在法国历届总统中就有不少中国文
化的爱好者。去年来法旅游人数再次突破 200 万人次，今年有望有
新的突破。今年马克龙总统访华，特意选择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起
点西安作为首访第一站，也是借此表达希望延续中法传统友谊的决
心。两国元首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达成共识。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通过
学习汉语，大家会打开通向不同世界的大门。那里不仅有我们中华文
明 5000 年的历史沉淀，还有 21 世纪日新月异的发展，会感受到中
国人民的真诚、友好、开放和乐于分享的精神。她期待大家学好汉
语，在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构筑一座友谊之桥、合作之桥，进一
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增强理解和信任，扩大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杨进代表中国驻法使馆向获奖的选手表示祝贺，对参赛者们刻苦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极具感染力的才艺表演赞不绝口。他认为法
国是汉语推广的重要国家，“汉语桥”比赛的举办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
着越来越积极的推动作用。杨进说：“‘汉语桥’在法国已经办了 17 届
了，法国在欧洲也是第一个把汉语列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标准的国家，
所以法国在汉语推广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汉语桥’比赛，我们
一年一度的活动，来集合法国这些学习汉语的领头羊，汉语水平比较
高的这些选手一起来切磋，一起来交流，学生和他的指导老师一起来
参加，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交流，也是一种经验的切磋，更是对我们
教学成果的一次检验。”他表示，今年比赛的主题“天下一家”，既体现
了中华民族追求和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的传统文化，呼应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也反映了世界各国“美美与共”的共同愿
望。他指出，语言是民心相通的桥梁，目前在法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已
经超过 11 万，在中国学习法语的人数超过 13 万人。他相信，随着
两国交流的加深，将会引领更多的人加入到这支队伍来，中国驻法使
馆愿意与各地孔子学院、各位中文老师以及汉语的专家学者一起，将
“汉语桥”打造成学习汉语的品牌栏目。 



 
获奖辅导老师。 

 
这次承办比赛的艾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葛韵馨主任，已经多次担任
“汉语桥”比赛的评委。组织这次比赛，恰逢法国如火如荼的“学潮”，
实属不易。葛韵馨对记者表示，这么多选手赶来参加比赛，并展示多
方面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才艺，充分说明选手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
爱，这对我们汉语教师也是一项莫大的鼓励。 
 
颁奖仪式上，为表彰老师对辅导学生参赛做出的努力，主办者还对来
自艾克斯马赛大学孔子学院、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巴黎七大孔子学院
的辅导老师颁发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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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架起沟通桥——记法国赛区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5 月 26 日，在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大学，选手在“汉语桥”比赛

中展示才艺。 

  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比赛于 25 日和

26 日在位于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大学举行。来自法国 5 所大学中

文系和 7 所孔子学院的 28 名选手，围绕“天下一家”这一主题，以

笔试、主题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 4 种形式展开角逐。 

  新华社记者 张曼 摄 

 

 

 

 

 

 

 

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中文比赛法国区预选赛落幕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作者: 薛超 
 
 
所有获奖选手和嘉宾、评委合影留念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薛超）：第十七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预选赛 26 日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圆满落幕。本届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共有来自全法 28 位学

习汉语的顶尖选手参赛。经过两天笔试、口试和才艺展示的角逐，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共 6 人，其中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罗高霆今年 7

月将代表法国赛区前往中国参加全球决赛阶段的比赛。 

杨进公参在颁奖仪式上致辞 

在 26 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上，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公参杨进也专程出

席，他对参赛者们极具感染力的才艺表演赞不绝口。他认为法国是汉

语推广的重要国家，汉语桥比赛的举办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越来越

积极的推动作用。杨进说：“汉语桥在法国已经办了 17 届了，法国

在欧洲也是第一个把汉语列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标准的国家，所以法国

在汉语推广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汉语桥比赛，我们一年一度的

活动，来集合法国这些学习汉语的领头羊，汉语水平比较高的这些选

手一起来切磋，一起来交流，学生和他的指导老师一起来参加，这是

一种很好的教学交流，也是一种经验的切磋，更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

一次检验。” 

杨进公参为获得一等奖的罗高霆颁奖 

致辞后，杨进公参还为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罗高霆颁奖。罗高霆根据自

身经历创作表演的脱口秀《在华老外的生活》，讲述了自己最初因为

发音不标准闹笑话，到后来对各种日常声音都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的

过程，成为了全场最令观众会心一笑的表演。他认为自己的表演之所

以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益于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验。罗高霆表示：

“他们要我展示才艺，我其实没有准备太多时间。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生活，是我最了解中国的地方，很容易写下来，这个才艺的内容其实

都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事情。” 

除一二三等奖外，还有 6 位参赛选手凭借说唱、书法、古筝、脱口秀

等多种形式的才艺表演，分别获得最佳潜力、最佳表演、最佳口才等

6 个单项奖。来自巴黎·南戴尔孔子学院的选手晨明，凭借一首周杰伦

的歌曲《听妈妈的话》，把比赛现场瞬间变成了个人演唱会，出色的



感染力也为他带来了最佳表演奖。曾在广州学习汉语的他，很喜欢中

国人的热情。晨明说：“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也很喜欢中国人，因

为他们有很开放的视野，如果你是老外，他们会对你一直笑，一直说

‘（你中文说得）太棒了，你是哪国人’，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欢

迎真好。” 

 

今年选手们出色的才艺展示，也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连续

两年担任法国赛区比赛评委的法国蔚蓝海岸孔子学院法方院长黄晓敏

女士认为，选手们今年在才艺展示方面形式更加丰富，这证明“汉语

桥”已经不仅仅是汉语的比赛，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广。黄晓说：

“（汉语桥比赛）吸引了大家参加了汉语活动，而且它不仅限于语

言，还有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才艺展示，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促进作用

可能比学习语言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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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比赛 

新华网 

 

 

5 月 26 日，在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大学，选手在“汉语桥”比赛

中展示才艺。新华社记者张曼摄 

“我要好好学习汉语，成为中法文化的使者，两国沟通的桥梁”“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真理回赠给世界，比如‘天下一家’”……



在 26 日举行的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比赛

演讲环节中，来自法国各地的中文“尖子生”与评委和观众分享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 

本届“汉语桥”比赛于 25 日和 26 日在位于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

大学举行。来自法国 5 所大学中文系和 7 所孔子学院的 28 名选手，

围绕“天下一家”这一主题，以笔试、主题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表

演 4 种形式展开角逐。 

在演讲环节，选手们从家庭理念、个人兴趣及爱好等角度，讲述了自

己学习汉语的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化及传统艺术的欣赏与理解。 

来自巴黎第七大学孔子学院的安托万，中文名叫安东篱，取自陶渊明

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近年来，他开始研究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涵盖广泛，包括文化、经济等各个

方面……我正在努力争取去中国读博士，继续我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研究，成为中法文化使者。” 

在知识问答环节，选手们需要回答一道随机抽取的与中国文化和历史

地理相关的问题，如“十二生肖有哪些”“中国目前最普遍的两种移

动支付方式”等，从而考查选手们对中国的整体了解程度。 

才艺表演环节是选手们各显神通的好时机。中文歌曲演唱、书法、小

品、武术、现场作画、剪纸等轮番上场，令人目不暇接，博得现场评

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来自艾克斯-马赛大学的戈尔捷·克里韦洛表演的脱口秀，以其在中国

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当初因发音不标准闹出各种笑话，以及后来

可以模仿地铁报站等各种声音的过程。轻松诙谐的表演不仅体现出高

水准的语言能力，也使他一举拔得此次比赛的头筹。 



法国蔚蓝海岸孔子学院法方院长黄晓敏连续两年担任法国赛区比赛评

委。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手们丰富多彩的才艺展示证明“汉语桥”

已不再局限于汉语比赛，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广。 

 

5 月 26 日，在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大学，选手在“汉语桥”比赛

中展示才艺。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比赛于

25 日和 26 日在位于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大学举行。来自法国 5

所大学中文系和 7 所孔子学院的 28 名选手，围绕“天下一家”这一

主题，以笔试、主题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 4 种形式展开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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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 一伙自称“老外”的法国人，用中文诠释了“天下一家” 

享法妹 想法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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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6 日，有一群法国年轻人，聚集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市
(Aix-en-Provence) 的 艾 克 斯 马 赛 大 学 (université d'Aix-

Marseille)，全程用中文进行了一场精彩角逐——第十七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预选赛。全法共有 28 位学习汉语的
孔子学院选手参赛，最终有三名选手获得了代表法国赛区前往中国参
加全球决赛的机会。 

 

 
△ 比赛精彩瞬间集锦视频 

  

下面，大家跟随着享法妹感受一下临场氛围吧！ 

  

▼ 

  

本次比赛由国家汉办和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主办，艾克斯马赛大学孔
子学院承办。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公参杨进出席了颁奖仪式，对参赛者
们刻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极具感染力的才艺表演赞不绝
口。他说： 

  

 

汉语桥在法国已经办了 17 届了，法国在欧洲也是第一个把汉语列入
中小学国家课程标准的国家，所以法国在汉语推广中具有很重要的地
位。通过汉语桥比赛，我们一年一度的活动，来集合法国这些学习汉
语的领头羊，汉语水平比较高的这些选手一起来切磋，一起来交流，
学生和他的指导老师一起来参加，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交流，也是一
种经验的切磋，更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一次检验。 



 

 

 
杨进公参致辞 

 

他表示，今年比赛的主题“天下一家”，既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
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的传统文化，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要求，也反映了世界各国“美美与共”的共同愿望。他指出，语
言是民心相通的桥梁，目前在法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 11 万，
在中国学习法语的人数超过 13 万人。他相信，随着两国交流的加
深，将会有引领更多的人加入到这支队伍来，中国驻法使馆愿意与各
地孔子学院、各位中文老师以及汉语的专家学者一起，将“汉语桥”

打造成学习汉语的品牌栏目。 



  

▼ 

 

比赛 

流程 

 

笔试 (20 分) 

 

 

 

 

口试 (50 分) 

 

 

主题为“天下一家”的演讲（40 分）+ 现场回答题目（10 分） 

 

才艺表演 (30 分) 

 

 

 

 

接下来赶紧看看，到底是谁成为了这次比赛的佼佼者呢？ 

  

 

一等奖得主 

 



15 号选手罗高霆 

（CRIVELLO Gaultier） 

 

来自院校：艾克斯马赛大学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脱口秀《在华老外的生活》 

 
杨进公参为获得一等奖的罗高霆颁奖 

 

罗高霆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的语言表达顺
畅且幽默，在“天下一家”的演讲中用逆反的形式进行了思考。他根
据自身经历创作表演的脱口秀，讲述了自己最初从发音不标准闹笑
话，到后来对各种日常声音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的过程，成为最令
全场观众会心一笑的表演。 

  



罗高霆对自己的获奖颇感意外，他表示，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准备这次
比赛，之所以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应该是得益于自己的本色出演：
“我说的都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事情。” 

 

 

二等奖得主（2 名）  

 

美罗 

（Mélodie Martin-Goby） 

 

来自院校：国立东方语言学院 

才艺表演：演唱中文歌曲 

 

杨凯美 

（Kemi YANGA） 

 

来自院校：国立东方语言学院 

才艺表演：小品 



 
中国驻马赛代总领事夏荫为获得二等奖的选手颁奖：美罗（右一）和

杨凯美（左一） 

 

 

美罗学习中文非常积极努力，是本次比赛第一位报名的选手。她的才
艺表演选择了筷子兄弟的温情歌曲《父亲》，用动人的歌声打动了评
委和全场观众。 

 

杨凯美为大家表演了一部“穿越”主题的小品。她的中文表达很有感
染力，表演生动活跃且机灵，体现出她对中文的熟练掌握，因此赢得
了第二名。 

 

 

 



三等奖得主（3 名） 

 

9 号选手安东篱 

（Antoine CID） 

 

 

来自院校：巴黎七大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吉他弹唱+评剧《秦香莲》中包公的一段唱腔 

 



安东篱表演吉他弹唱和评剧 

 

这是伊朗选手安东篱第二次参加汉语桥比赛了，去年他获得了最佳表
演的单项奖。他不但在学校努力学习汉语，在去年参加完汉语桥后，
更是积极参与全法中国学联、华人社团的活动，锻炼自己的语言。他
还参加了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评剧学习班，因此本次才艺表演
的评剧唱腔获得大家的好评。 

 

24 号选手泰麦落 

 

 

 

来自院校：巴黎七大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打拳+唱歌 



 
泰麦洛表演龙拳 

 

泰麦落的表演文武兼备，给人印象深刻。 

 

8 号选手罗大卫 

 

来自院校：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才艺表演：中华武术 



 
罗大卫的中华武术表演 

 



罗大卫的武术表演潇洒爽气，除了标准的武术动作，更能看出他对中
华武术精神的领会。 

 

 

 

单项奖得主（5 名） 

风采奖 

10 号选手王乐家 

 

来自院校：拉罗谢尔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扇子功夫 

 
欧洲时报常务副社长钟诚为王乐家颁奖 



 

王乐家是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混血儿，从小其实没有学过中文，但是
在中国苏州呆过一个学期，其间学习突飞猛进，对中国很有好感。他
表演的才艺是扇子功夫，动作有模有样，帅气有力，态度认真，因此
得到了风尚奖。 

潜力奖 

29 号选手王夏娃 

（Eve DERMONCOURT） 

 

来自院校：艾克斯马赛大学 

才艺表演：演唱中文歌曲 



 



王夏娃在母亲录制的伴奏下倾情演唱《十年》 

 

王夏娃高中毕业后，为了学习汉语而推迟了入大学的时间，去了上海
的一个接待家庭，在上海格致中学学习了一年汉语。她的演讲就是以
自己在中国的游学为背景，通过与接待家庭的交流、生活，明白了民
心相通、天下一家的意义。 

  

她的汉语学习得到了全家的支持，此次她才艺表演的演唱曲目《十
年》，其音乐伴奏就是她母亲专门为她用吉他弹奏的。她的中文演唱
十分有感染力，因此夺得了最具潜力奖。 

表演奖 

21 号选手晨明 

（GAYE Nathanael） 

 

来自院校：巴黎·南戴尔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歌曲《听妈妈的话》 



 
晨明的 Rap 带动了全场气氛 

  

曾在广州学习汉语的他，很喜欢中国人的热情。他的演讲同样讲述的
是自己在中国学习的故事。晨明说：“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也很喜
欢中国人，因为他们有很开放的视野，对老外很友好。” 

 



他在才艺表演环节很有人气，在法国母亲节之际选唱周杰伦的歌曲
《听妈妈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反响和关注。他不仅能用中文快
速演绎出歌中的 RAP，还将歌词做了自己的修改，表现了他对中国
流行文化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他的汉语水平。 

才艺奖 

7 号选手李顾南 

 

汉语学校：拉罗谢尔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古筝演奏中国民乐+书法表演 

 
李顾南书法表演 

 

李顾南在现场用书法写了“笑傲江湖”四个字。他西装革履，动作有
模有样，用音乐和书法两场表演赢得了才艺奖。 

 口才奖 



2 号选手大山和 11 号选手苏科宁 

 

来自院校：卢瓦尔孔子学院 

才艺表演：二人小品 

 
大山和苏科宁配合默契的小品表演 

 

大山和苏科宁用大段的中文对白，讲述了他们到中国后的感想。他们
的表演形式新颖，口才流利，表现了他们的中文水平，所以两人被授
予了口才奖。 

 



 
杨进公参、夏荫代总领事、评委与获奖选手合影 

 

 



 
获奖选手领取证书 

 

▼ 

 

此外，来自艾克斯马赛大学孔子学院、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巴黎 7 大
孔子学院的辅导老师们，也因辅导学生付出的努力获得了荣誉奖。 

  



 
获奖辅导老师 

 

 
在法国这块六角形土地上，还是有许多被中华语言文化吸引的法国朋
友，有些人甚至比我们更能玩得转中国或传统或流行的艺术。如果大
家遇到对中国感兴趣的歪果仁，不用怯于交流，这或许就是一次互相
成为良师益友的机会哟~ 

 

文字：黄冠杰、享法妹 

摄影：黄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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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参赛选手用古筝弹奏乐曲《笑傲江湖》。龚鸣摄 

 

 
一名参赛选手表演武术。龚鸣摄 

 



 
一名参赛选手表演《十二生肖讲故事》。龚鸣摄 

 

 
一名参赛选手表演龙拳。龚鸣摄 

 



 
一名选手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龚鸣摄 

 

 
一名参赛选手演唱歌曲《父亲》。龚鸣摄 

 



 
精彩的表演获得好评，图为现场观众和参赛选手。龚鸣摄 

 

 
图为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杨进（前排左五）、中国驻马代总领

馆代总领事夏荫（前排左七）与获奖选手、评委、指导老师等合影留

念。龚鸣摄。 

 

人民网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 5 月 27 日电（记者 龚鸣）身着汉服说

古文的高雁雁、在学习中文中找到自信的王乐家、喜欢马龙和张继科

的安苏岚、用微信聊天提高中文的杨凯美、在“全民 K 歌”上结交

中国好友的美罗、喜欢王羲之书法的罗大卫、能用一张纸折出小猴子

的安佩然、想去中国找寻奋斗新方向的麦落……这些不少看着地地道



道的中国名字，都是法国学生或是在法国求学的外国学生。说中文、

爱中国文化这个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聚集到了一起。 

25 日至 26 日，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预选

赛在法国南部埃克斯-马赛大学举办，来自法国各地选手在此展开角

逐。本届预选赛的主题为“天下一家”，分为笔试、主题演讲、知识

问答和才艺表演四个环节，法国 5 所大学、12 所孔子学院的 28 名

学生参加了比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评委和观众展示自己对中文和

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热爱。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来自阿尔多瓦孔子学院的杜昊哲

将歌唱融入演讲中，诠释“天下一家”的理念。“我是一个世界人，

天下就是我的大家庭。”从伊朗到法国求学的内桑会说五种语言，有

在多国生活的经历，“天下一家相亲相爱”是他真诚的愿望。“四海

之内皆兄弟”“法兰西青年也应该以天下为公为人生理想”……演讲

中，选手们用自己的故事阐释对“天下一家”的理解，“架起中国和

法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则成为选手们共同的心声。 

此外，选手们各展其才，带来了武术、书法、绘画、太极扇、古筝演

奏、情景剧、脱口秀、中文歌曲演唱等丰富多彩的表演，将紧张的比

赛变成了轻松活泼的表演现场，欢呼声和掌声不断。卢瓦尔孔子学院

的苏科宁和大山上演了一场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在中国用中文成功交

流的小品，引得现场哄堂大笑。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

生杨凯美表演的情景剧《穿越》，也令人忍俊不禁。巴黎南戴尔孔子

学院的晨明凭借一曲《听妈妈的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激烈角逐后，埃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学生罗高霆拔得头筹。在演讲

环节，罗高霆观点独到，认为“天下一家”内涵是和而不同，“更要

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在才艺展示中，他根据在中国的生活经

历带来了脱口秀节目《在华老外的生活》，从讲述学习中文之初因发



音不标准而闹的笑话，到模仿公交车报站和电信服务忙音等，在幽默

诙谐的表演中展示了高水平的语言能力，获得满堂喝彩。“吃面包还

是米饭？”“乒乓球会打吗”“成龙见过了没有？”针对法国人提出

的“刻板印象”问题，罗高霆说，“我特想建议他们有空去中国走

走、转转、看看，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巴黎第七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安东篱是第二次参加汉语桥比赛，今年凭

借流利的中文演讲、歌唱以及评剧选段演唱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多年的中文学习为他打开了新天地，对中国的研究热情高涨。“我太

喜欢关于中国的一切了。”安东篱告诉记者，他最近开始研究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有朝一日去中国深造，继续“一带一路”方

面的研究。 

“今年的学生在才艺表演上更加多种多样，水平也不低。” 法国蔚

蓝海岸孔子学院法方院长黄晓敏连续两年担任法国赛区比赛评委，她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汉语桥”不只是语言的比赛，还包括中国文化

等各个方面才艺的展示，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广。黄晓敏说，法国学

生一直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法国学生对中

国也越来越了解，学习中文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据悉，目前在法国有超过 11 万人学习汉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语相通。”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公

使衔参赞杨进在赛后致辞中表示，本届比赛主题为“天下一家”，中

国自古就信奉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哲学观，这种天下观承载了世界

人民对美好家园的共同期盼，其真正实现有赖于语言的交流和文明的

互鉴。 

 

 

 



 

 

————————————————————－ 
 
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预

选赛揭晓 
2018-05-28 11:43:03 欧洲时报 

文章内容 

 

经过两天的角逐，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法国区预

选赛于5月26日在艾克斯马赛大学揭晓名次。 

 

艾克斯马赛大学孔子学院的罗高霆（CRIVELLO Gaultier）和法国国

立东方语言学院的美罗（Mélodie Martin-Goby）、杨凯美（Kemi 

YANGA）三人分获一，二等奖，将代表法国赛区前往湖南长沙参加

全球决赛。 

 

今年，来自法国各地的28名选手参加了法国预选赛。其中，不少选

手都有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历，因此，对于“天下一家”的主题有比

较清晰的理解。选手们不仅对汉语学习的掌握程度较高，对中国文化

历史，书法艺术，音乐歌曲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才能。 

 

一等奖的获得者罗高霆通过表现汉语发音的不同，来反映汉语语义差

异。美罗自弹自唱的汉语歌曲“父亲”感染了在场的所有选手和评

委。参赛选手中表演中国武术的不少，有位法国女生还去少林寺学习

了一段时间。 



 

当天，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公参杨进、中国驻马赛代总领事夏荫分别

为一二等奖选手颁奖。本届比赛评委主任，艾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系

主任克里斯提娜·格拉兹雅尼，评委，国家汉办驻英国代表处主任陈

同渡、欧洲时报常务副社长钟诚、尼斯大学蔚蓝海岸孔子学院院长黄

晓敏、皮卡第大学乔治·白杜科等为获得三等奖和单项奖的选手颁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