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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点击要闻点击要闻点击要闻点击：：：：徐冠林荣誉校长莅临我院指导徐冠林荣誉校长莅临我院指导徐冠林荣誉校长莅临我院指导徐冠林荣誉校长莅临我院指导

�名师专栏名师专栏名师专栏名师专栏：：：：““““太极皇后太极皇后太极皇后太极皇后””””苏自芳谈养生与保健苏自芳谈养生与保健苏自芳谈养生与保健苏自芳谈养生与保健

�活动回顾活动回顾活动回顾活动回顾：：：：CI 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孔院之家孔院之家孔院之家孔院之家：：：：镜头里的志愿者镜头里的志愿者镜头里的志愿者镜头里的志愿者

�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2014年年年年3月至月至月至月至4月活动预告月活动预告月活动预告月活动预告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访问我院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访问我院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访问我院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访问我院



柑柑 柑柑

华族春节期间华族春节期间华族春节期间华族春节期间，，，，在新加坡走亲访友在新加坡走亲访友在新加坡走亲访友在新加坡走亲访友，，，，必备的礼物是必备的礼物是必备的礼物是必备的礼物是一一一一对年柑对年柑对年柑对年柑，，，，象征大象征大象征大象征大

吉大利吉大利吉大利吉大利、、、、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好事成双。。。。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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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

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

2014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4日日日日，，，，南大孔院迎来了甲午马年第一位贵宾南大孔院迎来了甲午马年第一位贵宾南大孔院迎来了甲午马年第一位贵宾南大孔院迎来了甲午马年第一位贵宾。。。。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莅临看望我院员工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莅临看望我院员工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莅临看望我院员工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莅临看望我院员工，，，，梁秉赋院长携南大孔梁秉赋院长携南大孔梁秉赋院长携南大孔梁秉赋院长携南大孔

院全体成员热情接待了成教授一行院全体成员热情接待了成教授一行院全体成员热情接待了成教授一行院全体成员热情接待了成教授一行。。。。

成思危教授曾担任第九成思危教授曾担任第九成思危教授曾担任第九成思危教授曾担任第九、、、、第十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他长期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他长期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他长期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他长期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

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他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由于他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由于他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由于他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

为为为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在孔院的交流访问中在孔院的交流访问中在孔院的交流访问中在孔院的交流访问中，，，，成思危教授首先参观了我院基础设施建成思危教授首先参观了我院基础设施建成思危教授首先参观了我院基础设施建成思危教授首先参观了我院基础设施建

设设设设，，，，随着对我院运营机制和业务项目的了解进一步加深随着对我院运营机制和业务项目的了解进一步加深随着对我院运营机制和业务项目的了解进一步加深随着对我院运营机制和业务项目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他也对我他也对我他也对我他也对我

院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院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院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院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随后随后随后随后，，，，成思危教授与成思危教授与成思危教授与成思危教授与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徐冠林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徐冠林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徐冠林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徐冠林、、、、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

炎炎炎炎、、、、南大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等著名学者在我院进行亲切会谈南大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等著名学者在我院进行亲切会谈南大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等著名学者在我院进行亲切会谈南大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等著名学者在我院进行亲切会谈，，，，就就就就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中两国合作与发展前景等热门课题交换了见解中国经济改革与新中两国合作与发展前景等热门课题交换了见解中国经济改革与新中两国合作与发展前景等热门课题交换了见解中国经济改革与新中两国合作与发展前景等热门课题交换了见解，，，，

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活动在礼堂同楼层的阶梯课室开设了分会场活动在礼堂同楼层的阶梯课室开设了分会场活动在礼堂同楼层的阶梯课室开设了分会场活动在礼堂同楼层的阶梯课室开设了分会场，，，，对讲座进行实时转播对讲座进行实时转播对讲座进行实时转播对讲座进行实时转播，，，，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使使使使400多位来自新中两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多位来自新中两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多位来自新中两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多位来自新中两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资机构代表等都能够与演讲中资机构代表等都能够与演讲中资机构代表等都能够与演讲中资机构代表等都能够与演讲

嘉宾进行有效互动嘉宾进行有效互动嘉宾进行有效互动嘉宾进行有效互动。。。。在礼堂现场及分会场听众热情踊在礼堂现场及分会场听众热情踊在礼堂现场及分会场听众热情踊在礼堂现场及分会场听众热情踊跃跃跃跃的的的的提提提提问中问中问中问中，，，，讲座时讲座时讲座时讲座时

间一间一间一间一度被延度被延度被延度被延长长长长，，，，当晚当晚当晚当晚九时九时九时九时许许许许，，，，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圆满落幕圆满落幕圆满落幕圆满落幕。。。。

2月月月月14日日日日当晚当晚当晚当晚，，，，成思危教授在南大成思危教授在南大成思危教授在南大成思危教授在南大纬壹纬壹纬壹纬壹校校校校区三区三区三区三楼礼堂楼礼堂楼礼堂楼礼堂

发表题为发表题为发表题为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改革展望中国经济改革展望中国经济改革展望中国经济改革展望——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创创创创业业业业·创创创创新新新新””””的的的的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演讲演讲演讲演讲，，，，解解解解析析析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挑战挑战挑战及前景及前景及前景及前景。。。。同时出同时出同时出同时出席席席席讲座讲座讲座讲座

的贵宾的贵宾的贵宾的贵宾还还还还有中国有中国有中国有中国驻驻驻驻新加坡特新加坡特新加坡特新加坡特命命命命全全全全权权权权大使大使大使大使段洁龙段洁龙段洁龙段洁龙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南洋南洋南洋南洋

理工大学理工大学理工大学理工大学相关相关相关相关科科科科系领导系领导系领导系领导与学者教授与学者教授与学者教授与学者教授、、、、各中资机构代表等各中资机构代表等各中资机构代表等各中资机构代表等，，，，

活动由活动由活动由活动由南大孔院林南大孔院林南大孔院林南大孔院林伟处伟处伟处伟处长长长长主主主主持持持持。。。。中国中中国中中国中中国中央电视台央电视台央电视台央电视台、、、、新华新华新华新华社社社社、、、、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联联联联合合合合早报早报早报早报、、、、英文报纸英文报纸英文报纸英文报纸<the business  times >等多家等多家等多家等多家媒媒媒媒

体对活动进行了体对活动进行了体对活动进行了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报道报道报道。。。。



柚柚柚柚子子子子外形浑圆外形浑圆外形浑圆外形浑圆，，，，象征象征象征象征团圆团圆团圆团圆之之之之意意意意，，，，为中为中为中为中秋秋秋秋节的节的节的节的应应应应景景景景水果水果水果水果。。。。且且且且““““柚柚柚柚””””

与与与与““““佑佑佑佑””””同同同同音音音音，，，，被被被被赋予了赋予了赋予了赋予了庇佑庇佑庇佑庇佑、、、、吉吉吉吉祥祥祥祥的的的的含义含义含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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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

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

2014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4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校长

徐冠林教授到访南大孔子学院徐冠林教授到访南大孔子学院徐冠林教授到访南大孔子学院徐冠林教授到访南大孔子学院。。。。

徐冠林教授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达八年之久徐冠林教授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达八年之久徐冠林教授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达八年之久徐冠林教授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达八年之久，，，，

是一位在国际教育界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学者是一位在国际教育界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学者是一位在国际教育界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学者是一位在国际教育界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学者，，，，作为南洋理作为南洋理作为南洋理作为南洋理

工大学的老领导和南大孔子学院的老朋友工大学的老领导和南大孔子学院的老朋友工大学的老领导和南大孔子学院的老朋友工大学的老领导和南大孔子学院的老朋友，，，，自我院运营之初自我院运营之初自我院运营之初自我院运营之初

就对各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就对各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就对各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就对各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是在正是在正是在正是在

徐教授多年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徐教授多年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徐教授多年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徐教授多年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南大孔院坚守使命南大孔院坚守使命南大孔院坚守使命南大孔院坚守使命、、、、稳步发展稳步发展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取得了如今的成绩。。。。

徐冠林教授对孔院目前所开展的业务项目表示关注徐冠林教授对孔院目前所开展的业务项目表示关注徐冠林教授对孔院目前所开展的业务项目表示关注徐冠林教授对孔院目前所开展的业务项目表示关注，，，，他不仅详细地了解他不仅详细地了解他不仅详细地了解他不仅详细地了解

了南大孔院自上一年度以来在组织架构了南大孔院自上一年度以来在组织架构了南大孔院自上一年度以来在组织架构了南大孔院自上一年度以来在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运营模式运营模式运营模式、、、、部门工作等方面的发展情部门工作等方面的发展情部门工作等方面的发展情部门工作等方面的发展情

况况况况。。。。徐冠林教授与梁秉赋院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徐冠林教授与梁秉赋院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徐冠林教授与梁秉赋院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徐冠林教授与梁秉赋院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针对孔院工作的现实针对孔院工作的现实针对孔院工作的现实针对孔院工作的现实

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孔子学院下一阶段的发并对孔子学院下一阶段的发并对孔子学院下一阶段的发并对孔子学院下一阶段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展提出了新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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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梨凤梨凤梨凤梨，，，，又又又又称称称称黄梨黄梨黄梨黄梨，，，，取闽取闽取闽取闽南南南南方言方言方言方言““““旺旺旺旺来来来来””””之之之之谐音谐音谐音谐音，，，，寓意财源旺寓意财源旺寓意财源旺寓意财源旺来来来来、、、、

兴兴兴兴旺旺旺旺常常常常来来来来。。。。华华华华族族族族春春春春节节节节期期期期间间间间，，，，南南南南洋洋洋洋华华华华人人人人高高高高悬悬悬悬凤凤凤凤梨梨梨梨型型型型灯灯灯灯笼笼笼笼以以以以示示示示吉吉吉吉祥祥祥祥。。。。

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

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

苏自苏自苏自苏自芳：芳：芳：芳：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武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武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武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武术导师导师导师导师 。。。。““““中华武林百杰中华武林百杰中华武林百杰中华武林百杰””””，中国全运，中国全运，中国全运，中国全运会三连冠，亚运会太极拳冠军。曾执教会三连冠，亚运会太极拳冠军。曾执教会三连冠，亚运会太极拳冠军。曾执教会三连冠，亚运会太极拳冠军。曾执教新加坡国家武术队长达新加坡国家武术队长达新加坡国家武术队长达新加坡国家武术队长达9999年，为新加坡年，为新加坡年，为新加坡年，为新加坡赢得赢得赢得赢得““““太极强国太极强国太极强国太极强国””””称誉。称誉。称誉。称誉。
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态势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态势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态势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态势，，，，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个领各个领各个领各个领

域域域域、、、、各个阶层的人士各个阶层的人士各个阶层的人士各个阶层的人士，，，，在生活中常常受到这种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在生活中常常受到这种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在生活中常常受到这种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在生活中常常受到这种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

如何抗压减负如何抗压减负如何抗压减负如何抗压减负，，，，甚至转负为正甚至转负为正甚至转负为正甚至转负为正，，，，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的精髓之一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的精髓之一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的精髓之一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的精髓之一，，，，对保健身体对保健身体对保健身体对保健身体、、、、滋养心灵有明显滋养心灵有明显滋养心灵有明显滋养心灵有明显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已成为广大已成为广大已成为广大已成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和追求的健身与养生方式民众普遍接受和追求的健身与养生方式民众普遍接受和追求的健身与养生方式民众普遍接受和追求的健身与养生方式。。。。如果能正如果能正如果能正如果能正

确了解太极拳的武术内涵确了解太极拳的武术内涵确了解太极拳的武术内涵确了解太极拳的武术内涵，，，，在它独有的律动里体会到在它独有的律动里体会到在它独有的律动里体会到在它独有的律动里体会到““““外在肢体的动外在肢体的动外在肢体的动外在肢体的动””””

和和和和““““内在气息的运内在气息的运内在气息的运内在气息的运””””，，，，则既可在柔和缓慢的运动中掌握肢体的协调平则既可在柔和缓慢的运动中掌握肢体的协调平则既可在柔和缓慢的运动中掌握肢体的协调平则既可在柔和缓慢的运动中掌握肢体的协调平

衡衡衡衡，，，，享受到练拳的乐趣与挑战享受到练拳的乐趣与挑战享受到练拳的乐趣与挑战享受到练拳的乐趣与挑战，，，，又将使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又将使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又将使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又将使意志品质得到磨练，，，，收获身心收获身心收获身心收获身心

的和谐统一的和谐统一的和谐统一的和谐统一。。。。

太极拳是一种全面的身心修炼之法太极拳是一种全面的身心修炼之法太极拳是一种全面的身心修炼之法太极拳是一种全面的身心修炼之法，，，，于内可修心调气于内可修心调气于内可修心调气于内可修心调气、、、、使气质温使气质温使气质温使气质温

润坚毅润坚毅润坚毅润坚毅，，，，于外可塑身健体于外可塑身健体于外可塑身健体于外可塑身健体、、、、让动作灵活协调让动作灵活协调让动作灵活协调让动作灵活协调，，，，非常适合不同性别非常适合不同性别非常适合不同性别非常适合不同性别、、、、年年年年

龄龄龄龄、、、、职业的人群学习和锻炼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及挑战职业的人群学习和锻炼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及挑战职业的人群学习和锻炼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及挑战职业的人群学习和锻炼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及挑战，，，，找到适合自找到适合自找到适合自找到适合自

己的平衡之道己的平衡之道己的平衡之道己的平衡之道。。。。都市白领练习太极拳都市白领练习太极拳都市白领练习太极拳都市白领练习太极拳，，，，可使忙碌紧张的工作带来的精可使忙碌紧张的工作带来的精可使忙碌紧张的工作带来的精可使忙碌紧张的工作带来的精

神疲劳得到缓解神疲劳得到缓解神疲劳得到缓解神疲劳得到缓解，，，，消除压力所造成的烦躁消除压力所造成的烦躁消除压力所造成的烦躁消除压力所造成的烦躁、、、、忧郁等负面情绪忧郁等负面情绪忧郁等负面情绪忧郁等负面情绪；；；；高管人高管人高管人高管人

士练习太极拳士练习太极拳士练习太极拳士练习太极拳，，，，可在对拳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找到调节人事纠纷可在对拳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找到调节人事纠纷可在对拳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找到调节人事纠纷可在对拳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找到调节人事纠纷、、、、化化化化

解工作难题的有效途径解工作难题的有效途径解工作难题的有效途径解工作难题的有效途径；；；；家庭主妇练习太极拳家庭主妇练习太极拳家庭主妇练习太极拳家庭主妇练习太极拳，，，，有助于乐观面对繁琐有助于乐观面对繁琐有助于乐观面对繁琐有助于乐观面对繁琐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凭冷静的头脑和淡定的心态找到生活节奏的平衡凭冷静的头脑和淡定的心态找到生活节奏的平衡凭冷静的头脑和淡定的心态找到生活节奏的平衡凭冷静的头脑和淡定的心态找到生活节奏的平衡；；；；学生儿童练学生儿童练学生儿童练学生儿童练

习太极拳习太极拳习太极拳习太极拳，，，，可有效提升自制力和专注力可有效提升自制力和专注力可有效提升自制力和专注力可有效提升自制力和专注力，，，，不仅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自不仅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自不仅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自不仅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自

信信信信，，，，更让他们在生活中愈发进取更让他们在生活中愈发进取更让他们在生活中愈发进取更让他们在生活中愈发进取；；；；年长人士练习太极拳年长人士练习太极拳年长人士练习太极拳年长人士练习太极拳，，，，可通过下身可通过下身可通过下身可通过下身

步法步法步法步法训训训训练练练练增强腿增强腿增强腿增强腿

部部部部力力力力量从而防止跌倒量从而防止跌倒量从而防止跌倒量从而防止跌倒，，，，也也也也可通过上肢动作可通过上肢动作可通过上肢动作可通过上肢动作配配配配合提升合提升合提升合提升思维思维思维思维协调协调协调协调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降低老降低老降低老降低老年年年年痴呆痴呆痴呆痴呆的发生的发生的发生的发生。。。。

【【【【名师专栏名师专栏名师专栏名师专栏】】】】



春节慰问暖人心春节慰问暖人心春节慰问暖人心春节慰问暖人心

““““风生水起风生水起风生水起风生水起””””过大年过大年过大年过大年

新春讲座致谢意新春讲座致谢意新春讲座致谢意新春讲座致谢意

方言童谣方言童谣方言童谣方言童谣““““唱文化唱文化唱文化唱文化””””

量身定做量身定做量身定做量身定做 彩墨挥春彩墨挥春彩墨挥春彩墨挥春

1月27日至29日，南大孔院梁秉赋院长携各部门

负责人拜访新加坡相关合作机构、基金捐款人、学院

教师团队，将马年新春的祝福传递至大家心中，也期

望能够继续与各界同仁携手并肩、为国际汉语教育与

中华文化传播努力。

2月7日中午，南大孔院全体职工汇聚一

堂，沉浸在新春年饭的欢乐中。在梁秉赋院

长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捞鱼生”（南洋特

有年俗），一边将菜品高高捞起，一边高喊

吉祥话语，共同祝愿南大孔院在新一年的发

展越来越好！

2月8日下午，南大孔院新春英文讲座“马上得福”吸引了几十位

各族友人前来聆听。主讲人赵华老师自2008年起，义务为我院带来七

场妙趣横生的谐音文化讲座。活动现场，梁秉赋院长亲自为其颁发感

谢状，对她多年来的支持和贡献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拜会使馆拜会使馆拜会使馆拜会使馆““““话话话话””””蓝图蓝图蓝图蓝图

中国书法与彩墨画艺术研修班刚刚结课，量身定制挥春讲座就借着

新年欢乐祥和的气氛如火如荼地展开了。2014年1月至2月间，由我院资

深书法导师周和顺先生主讲的挥春讲座走进了军营、学校、公司，将中

华艺术文化的魅力播种在每一位听众心间。

2月15日下午，为配合大型新春活动“华艺节”，南

大孔院与滨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了由欧如柏女士主讲的

“方言能传承价值观吗？”精品文化讲座，带领现场60余

位听众浅尝押韵方言的精致与意涵。广东会馆学员带来的

方言童谣朗诵表演，更是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2月19日，南大孔院梁秉赋院长、林伟处长及李彩玲

经理赴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拜会教育处官员，这是梁院长

就职后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大使馆，并与教育参赞郁云峰

围绕南大孔院2014至2017年发展规划展开了深入座谈。

此次访问是一次有深度、高质量的互动，郁云峰参赞

表示将继续加大对南大孔院的支持力度，并争取创造更多

合作机会，以加强南大孔院与中国国家汉办、驻新使馆教

育处、山东大学等机构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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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抵达狮城，结缘了此地的骤雨和骄阳；
2014年2月将归故土，抓得住久违的冬韵与梅香。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全体同仁荣辱与共的一年，注定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坐落在美丽的纬一坐落在美丽的纬一坐落在美丽的纬一坐落在美丽的纬一公园山坡上公园山坡上公园山坡上公园山坡上。。。。清晨清晨清晨清晨听鸟鸣听鸟鸣听鸟鸣听鸟鸣，，，，午后沐日午后沐日午后沐日午后沐日光光光光，，，，待到夕阳西下待到夕阳西下待到夕阳西下待到夕阳西下，，，，还能欣赏邻居教育还能欣赏邻居教育还能欣赏邻居教育还能欣赏邻居教育部披上晚霞灿灿部披上晚霞灿灿部披上晚霞灿灿部披上晚霞灿灿。。。。

它住的城市从不下雪它住的城市从不下雪它住的城市从不下雪它住的城市从不下雪，，，，我却想送它一场我却想送它一场我却想送它一场我却想送它一场““““东风散玉尘东风散玉尘东风散玉尘东风散玉尘””””的清凉的清凉的清凉的清凉 -鱼尾狮鱼尾狮鱼尾狮鱼尾狮
沉沉沉沉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的的的的热热热热带带带带古古古古城城城城风风风风光光光光，，，，在在在在马马马马六六六六甲甲甲甲随随随随处处处处可可可可寻寻寻寻 –马马马马来来来来西西西西亚亚亚亚总有些未知的事物总有些未知的事物总有些未知的事物总有些未知的事物，，，，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值得我们怀着敬畏去探赏怀着敬畏去探赏怀着敬畏去探赏怀着敬畏去探赏 –马国马国马国马国，，，，棉兰棉兰棉兰棉兰

路已拓路已拓路已拓路已拓，，，，楼愈高楼愈高楼愈高楼愈高，，，，但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仍满怀着沧桑仍满怀着沧桑仍满怀着沧桑仍满怀着沧桑 –马国马国马国马国，，，，槟城槟城槟城槟城

建于别墅区中的校园建于别墅区中的校园建于别墅区中的校园建于别墅区中的校园，，，，景致一如别墅般静美景致一如别墅般静美景致一如别墅般静美景致一如别墅般静美 -中正中学总校中正中学总校中正中学总校中正中学总校
狮城魅力是大隐于市的从容狮城魅力是大隐于市的从容狮城魅力是大隐于市的从容狮城魅力是大隐于市的从容，，，，少了一份喧嚣少了一份喧嚣少了一份喧嚣少了一份喧嚣，，，，多了一丝优雅多了一丝优雅多了一丝优雅多了一丝优雅

看不到故乡月明的中秋看不到故乡月明的中秋看不到故乡月明的中秋看不到故乡月明的中秋，，，，加深了对爱加深了对爱加深了对爱加深了对爱与思念的体会与思念的体会与思念的体会与思念的体会 –牛车水牛车水牛车水牛车水

去领悟建筑背后的佛教文明吧去领悟建筑背后的佛教文明吧去领悟建筑背后的佛教文明吧去领悟建筑背后的佛教文明吧，，，，别辜负了这场盛宴别辜负了这场盛宴别辜负了这场盛宴别辜负了这场盛宴–泰国泰国泰国泰国，，，，曼谷曼谷曼谷曼谷
2014新年倒数新年倒数新年倒数新年倒数，，，，盛放的八分钟盛放的八分钟盛放的八分钟盛放的八分钟工作之余喜欢背上相工作之余喜欢背上相工作之余喜欢背上相工作之余喜欢背上相机看世界机看世界机看世界机看世界，，，，用镜头记录下用镜头记录下用镜头记录下用镜头记录下来去匆匆的青春脚步来去匆匆的青春脚步来去匆匆的青春脚步来去匆匆的青春脚步。。。。任期将尽任期将尽任期将尽任期将尽，，，，感慨万千感慨万千感慨万千感慨万千，，，，以此献给家一般的南大孔以此献给家一般的南大孔以此献给家一般的南大孔以此献给家一般的南大孔院院院院，，，，献给母校尊敬的老师献给母校尊敬的老师献给母校尊敬的老师献给母校尊敬的老师，，，，更献给教会我如何在责任更献给教会我如何在责任更献给教会我如何在责任更献给教会我如何在责任感感感感、、、、使命感使命感使命感使命感、、、、荣誉感的指荣誉感的指荣誉感的指荣誉感的指引下引下引下引下，，，，胸怀感情胸怀感情胸怀感情胸怀感情、、、、热情热情热情热情、、、、激情去合作与奉献的汉语激情去合作与奉献的汉语激情去合作与奉献的汉语激情去合作与奉献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国际教育事业国际教育事业国际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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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课程皆以华语授课，课程信息若有更新，将另行通知。以上课程皆以华语授课，课程信息若有更新，将另行通知。以上课程皆以华语授课，课程信息若有更新，将另行通知。以上课程皆以华语授课，课程信息若有更新，将另行通知。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s of press time. Programmes and dates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14 March 2014

中医体质养生中医体质养生中医体质养生中医体质养生
Understand One’s Physical 
Health Though TCM养生是一种态度，但不应盲目跟风。只有了解自己的体质，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

萝卜萝卜萝卜萝卜在在在在闽闽闽闽南南南南方言方言方言方言中中中中叫叫叫叫““““莱头莱头莱头莱头””””，，，，与与与与““““彩头彩头彩头彩头””””谐音谐音谐音谐音。。。。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色彩色彩色彩色彩

鲜艳鲜艳鲜艳鲜艳的的的的红萝卜盆红萝卜盆红萝卜盆红萝卜盆景景景景，，，，寓意寓意寓意寓意““““好好好好彩头彩头彩头彩头””””，，，，颇受民颇受民颇受民颇受民众众众众欢欢欢欢迎迎迎迎。。。。

5 April 2014

英培安先生著作导读会英培安先生著作导读会英培安先生著作导读会英培安先生著作导读会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le English Title我院与翰林读书会联合推出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常年文化活动“世界书香日”之英培安先生著作导读。

Starting 19 April 2014

谐音“画”汉字谐音“画”汉字谐音“画”汉字谐音“画”汉字
Learning Chinese through 
Appreciating Visual Arts“谐音字画”扎根于中华大地，常与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表现。

Starting 11 March 2014

商务翻译及口译专业文凭商务翻译及口译专业文凭商务翻译及口译专业文凭商务翻译及口译专业文凭
Diploma in Business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Skills顶级师资团队教您掌握中、英双向笔译及口译理论与技巧，包含二至四周海外高校口译集训。

Starting 15 April 2014

实用商务翻译实用商务翻译实用商务翻译实用商务翻译
Practical Busin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ertificate Course)为专业商务人士量身打造，通过学习此课程，可以在与客户的交流与商谈中表达准确、沟通顺畅。

22 March 2014

嗓音的应用与保健嗓音的应用与保健嗓音的应用与保健嗓音的应用与保健
Your Voice At its Best：：：：The
McClosky Voice Method嗓音也是一种沟通工具，麦格罗斯基发声法教您掌握良好习惯，让说话、唱歌、演讲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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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南洋华人文化小常识

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之“瓜果节庆意涵”

萝
卜

萝
卜

萝
卜

萝
卜



顾问

陈陈陈陈金金金金樑樑樑樑

Prof Alan Chan Kam-Leung

梁秉赋梁秉赋梁秉赋梁秉赋

Dr Neo Peng Fu

总编辑

林伟林伟林伟林伟 Lin Wei

执行主编

李李李李彩玲彩玲彩玲彩玲 Li Cailing

赵赵赵赵丽丽丽丽秋秋秋秋 Zhao Liqiu

仝宇宸仝宇宸仝宇宸仝宇宸 Tong yuchen

编委

林伟林伟林伟林伟 Lin Wei

李彩玲李彩玲李彩玲李彩玲 Li Cailing

赵赵赵赵丽丽丽丽秋秋秋秋 Zhao Liqiu

仝宇宸仝宇宸仝宇宸仝宇宸Tong yuchen

出版 / 发行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院院
11 Slim Barracks Rise, 

NTU@one-north campus, 

Executive  Centre, #08-01, 

Singapore 138664

Tel: +65 6514 1934

Fax: +65 6779 7859

Email: 

infoci@ntu.edu.sg

2014年年年年2月出版月出版月出版月出版

诚挚欢迎各界诚挚欢迎各界诚挚欢迎各界诚挚欢迎各界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投稿投稿投稿投稿《《《《南大孔院网讯南大孔院网讯南大孔院网讯南大孔院网讯》》》》，与，与，与，与

我们分享您的学术见解、文化际遇、生活感悟。来我们分享您的学术见解、文化际遇、生活感悟。来我们分享您的学术见解、文化际遇、生活感悟。来我们分享您的学术见解、文化际遇、生活感悟。来

稿请至：稿请至：稿请至：稿请至： 6779 7859

infoci@ntu.edu.sg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6514 1063 / 6592 2539

电电电电邮邮邮邮：：：：ACLP@ntu.edu.sg

联系我联系我联系我联系我们们们们
Contact Us

通过这些课程，学员不但可以学习中文，也能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让学员无论是在社交场合或工作场所学以致用，提高核心竞争力。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ngage in Mandarin and connect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t

both working and social settings.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课堂课堂课堂课堂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6514 1061 / 6514 1398

电电电电邮邮邮邮：：：：TCEP@ntu.edu.sg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6592 7513 / 6514 1934

电电电电邮邮邮邮：：：：CIFP@ntu.edu.sg

状元学堂系列课程紧扣教育部的教学理念，将语言与文化紧密接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提高听、说、读、写能力。所有课程致力于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感受中华文化，学习华文的良好平台。
TCEP transforms children’s learning capabilities;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motivation for lifelong learning.

带您体会五千年智慧结晶，惊叹于中华文化层出不穷的喜悦与感动。
Immerse yourselves in our cultural programmes, be enthralled by the 

wonders and beauty of Chinese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