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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在武建雄看来，公派汉语教
师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不仅
仅要教学生认识汉字，更重要的
是通过汉语教学，促进他们对中
华文化的了解。为此，在上课时，
他经常讲授一些有关中国的地
理、历史、文化风俗方面的内容。

“这是中国的茶具，包括茶盘、茶
壶、茶杯等，在中国，茶文化源远

流长，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000多
年前……”而讲到有关中国书法
的内容时，他就把诸如王羲之临
池学书、王献之依缸习字的故事
讲给学生听，学生们仿佛身临其
境，听得津津有味。

“教师是山,学生是水。只有
碧水青山，方能风景如画。在加
纳教学同样如此。”在接受采访

时，武建雄充满诗意地说。在教
学间隙时，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
文化，武建雄还经常教学生唱

《茉莉花》、《甜蜜蜜》等中文歌
曲，教学生们打太极拳、学习剪
纸、学做中国结……通过武建
雄，越来越多的加纳学生了解了
中国，喜欢上中国，一股“中华文
化风”在加纳威斯康辛国际大学

悄然兴起。
“作为一名国家公派汉语教

师，我一定会时刻铭记身上的光
荣使命，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武建雄说。在异国他乡的武建
雄，用自己的默默奉献和无私耕
耘，塑造了中国人、滨州学院人吃
苦耐劳、锐意进取的良好形象，谱
写下传播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本报记者 赵树行 谭正正

武建雄是滨州学院一名教师，他多年以来的梦想是代表国家走出国门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2011年6月，他考取了国家公派
汉语教师，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在加纳的两年他排艰克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征服了当地学生的心，让悠久的中华文化化在加纳生根发
芽。今年9月份，武建雄将再次奔赴加纳威斯康辛国际大学，面对即将开始的又一个两年，武建雄依旧踌躇满志，激情满怀。

第一堂课好似三千米长跑

对于武建雄来说，在加纳威
斯康辛国际大学的第一堂课是
永生难忘的。“因为非母语环境
下的教学尚属首次，尽管有在国
内教外国留学生的经验，但当时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那天是中午十二点半，骄阳
似火，没有一丝风，能容纳300多
人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闷热异
常。或许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汉语
教师的缘故，当武建雄走进教室
时，所有学生的目光齐刷刷地集
中在他身上，学生们有的发出惊
讶声，有的互相之间大声谈论
着，有的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

“审视”着他。“Be quiet,please.”他
用英语边说边示意学生安静下

来，但嘈杂声依旧，这让习惯了
在安静的教室内上课的他有点
手足无措。于是，他试着走下讲
台，微笑着边走边说：“Be quiet,
please.”……这句话说了多少遍
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就这样足
足过了有20分钟，教室里才安静
下来。“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堂汉
语课，让我们一起学习汉语，请
同学们跟着我读，渐渐地，教室
里响起了学生们生涩的跟读声。
下课铃声响起，等学生们走出教
室以后，武建雄这才发现自己的
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当时
感觉全身疲惫，跟跑了一个3000

米一样。”他说。就这样，武建雄
开启了在加纳威斯康辛国际大
学的执教生活。

“后来我才知道，非洲学生
上课时纪律性不强乃是习惯使
然，其实并不是故意要扰乱课堂
秩序。”与第一堂课的“窘迫”相
比，如今的武建雄授课已是驾轻
就熟、游刃有余，迄今为止累计
为该校大一至大四各专业2000

余名学生进行了总计近500课时
的初级汉语入门教学。在教学之
余，他还帮助综合教学部制定了
每个学期的汉语教学规划与大
纲以及汉语考试与评价体制，为
加纳威斯康辛国际大学汉语教
育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教唱绕口令细分汉语声调

加纳威斯康辛国际大学学
生上课没有教材，而且教室里
没有多媒体。一节两个小时的
课程，光板书就要耗掉近一个
小时，学生们要记笔记，又要记
住对于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内
容，课堂效率可想而知。如何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
率成为摆在武建雄面前的一个
难题。

为了加大课堂信息量，课

前武建雄亲手制作卡片，把要
教的拼音、汉字写到卡片上，上
课时直接展示给学生。对非洲
学生来说，汉语的四个声调阴
平、阳平、上声、去声是极难分
辨的，为了让他们了解汉语的
声调，他特意教给学生“妈妈骑
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骑
牛，牛拗，妞妞扭牛”等绕口令，
没想到他们兴趣大增，操着洋
腔洋调，努力想把绕口令说好。

他还发现大多数学生非常主
动，而且表现欲望强烈，于是特
意在课堂上多提问，并采取让
学生到白板上书写汉字、鼓励
学生用汉语做自我介绍等方
式，进一步调动了学生们的学
习积极性。“学生们争先恐后学
习汉语的样子，成为我孜孜以
求、不断前进的动力。”武建雄
感慨地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的

课堂教学质量与初到加纳威斯
康辛国际大学时相比有了很大
提高。他所指导的3位学生因汉
语成绩出色，荣获中国驻加纳大
使馆设立的“大使奖学金”。现在
他的学生能清楚而准确地读汉
语拼音，能在笔记本上写出端正
的汉字，还能随口讲出几则有关
中国的故事，这让武建雄非常欣
慰，他的工作也得到同事和学校
领导的肯定。

让中华文化在异国生辉

军分区救援队只为逝者安息家人安宁

徒徒步步十十余余公公里里打打捞捞落落水水女女孩孩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刘涛 ) 7日下午，惠民县大年
陈西刘旺庄村10岁女孩刘婷
婷 到 村 南 边 的 黄 河 滩 玩 耍
时，不慎落入水中。当时，其
家人以及军分区救援队在女
孩落水位置反复进行打捞，

但女孩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1 4日，一漂流爱好者在黄河
漂流时，在惠民县魏集境内
发现女孩尸体。

随后，女孩家人雇佣一
艘渔船开始在魏集境内的黄
河流域打捞，但始终没有找

到，他们只好再一次请求军
分区救援队支援。15日，李晓
勇带着救援队的几名成员徒
步十余公里，从寻找到打捞
前后用时5个多小时，才将女
孩尸体打捞上岸。

16日上午，落水者刘婷婷

的家人来到滨州市军分区，他
们亲手将一面锦旗送到李晓勇
手中。李晓勇代表军分区向刘
婷婷的家人表示慰问，他说，作
为军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人民
服务的，现在女孩尸体找到了，
逝者终于可以安息了。

滨城警方启动

一级巡防机制

本报9月16日讯 (通讯员 郝
瑶瑶 记者 王忠才 ) 16日，记
者从滨城区公安分局了解到，为
确保全区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中
秋佳节，即日起，滨城警方全面启
动一级巡防机制，投入200余名警
力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街
面巡防工作，提高街面见警率、管
事率，加强社会治安巡逻，维护全
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节日期间，滨城警方科学部署
警力，全面强化社会面控制。每天保
留一半警力在岗在位值班值勤，其
他警力随时待命。组织民警屯警路
面街面，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巡逻防范，落
实安全防范工作。针对商场、车站、
广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采取集
中清查、巡逻设卡、群防群治等措
施，组织民警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
逻，加大路面盘查力度，严密社会面
控制，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增强群
众安全感。

另外，进一步加大危爆物品
专项整治力度和危化品源头监
管，集中清缴散落在社会面的爆
炸物品、管制刀具和危化品。加强
对车站、商场等治安复杂地区和
宾馆、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的整治，
确保治安秩序稳定。严厉打击各
种暴力违法犯罪，严防重大恶性
案件发生。严厉打击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组织开展拉网式消防
安全大检查，确保不发生重特大
火灾事故。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和省安委会10月份开展的消防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验收考评准备工作，9月6日上
午，滨州市政府在市公安局五楼会议室召
开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自评验收部署推
进会。

各县区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高度，切实把分管领域的消防工作抓紧抓
细抓好。按照细则和市政府工作部署要
求，认真梳理，做好自查自评，并及时采取
措施，查缺补漏，确保完成年度全部任务
目标；各行业、各部门及公安消防机构要
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全方位消除火
灾隐患的执法网络，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
隐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者
移送、通报公安消防等部门处理；要加强
消防安全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
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王晓静)

滨州市政府召开消防安全部署推进会

为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工
作，确保全区火灾形势持续稳
定。9月10下午，高新区消防监
督检查人员深入辖区人员密集
场所进行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是对人员密
集场所的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
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进行
了突击检查。检查中，消防监督
员督促单位消防责任人一定要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明确消
防安全责任，保证疏散通道和
安全出口畅通，并要求加强对
消防器材的保养和管理，加强
场所内的防火巡查，及时发现
隐患，消除隐患。

(通讯员 王晓静)

高新区消防大队

突击检查人员密集场所
为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活动，预防和

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确保辖
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近日，滨城区公安消防大
队对城区酒店、宾馆等住宿场所消防安全进行了突
击检查。

消防检查人员对酒店内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
施逐一进行检查，每到一处，大队消防监督员都会仔细
询问该酒店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并重点检查了酒店内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消防设
施是否完整好用，用电、用火管理是否符合要求，疏散
通道、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疏散指示标志是
否完好有效，消防控制室内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
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员、安保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及

“四个能力水平”进行了询问和抽查。检查过程中，消防
监督人员本着“文明执法、热情服务、严格细致、不留死
角”的原则，宣传与检查相结合，从软件到硬件，从管理
者到员工，进行逐一检查和询问。

(通讯员 王晓静)

滨城区公安消防大队中秋节前检查酒店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宣传工作，推动消防
宣传社会化进程，阳信大队以“生命通道体
验”活动为契机，采取多项措施强力宣传秋
季消防安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校及周边火灾事
故的发生，开展消防宣传进学校。消防大队
宣传人员走进学校对师生进行了消防安全
培训，讲解了校园火灾特点、灭火的基础知
识、火场逃生自救的技巧、中学生预防火灾
的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消防安全知识，并针对
校园火灾的特点和近年来全国典型火灾案
例，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了详细阐述。通
过活动的开展，使全体师生受到了一次深
刻、生动的消防安全教育，丰富了师生的消
防安全知识，增强了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了师生自我救护能力，为营造校园良好的
消防安全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王晓静)

阳信公安消防大队开展秋季防火工作

消防风采录

“双节”来临之际

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16日，在中秋、国庆节即将来临
之际，沾化县黄升镇组织食品药品
监管、工商、司法、城管等部门人员
组成联合检查组，对月饼、粮油、肉
类、酒类等节日性食品进行了专项
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
处理，全面维护了节日食品安全和
市场经营秩序。图为联合检查组对
肉食店进行食品检查。

本报通讯员 孟令旭 杨爱霞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滨州学院教师武建雄与加纳学生合影留念。

节日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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