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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瑞士赛区比赛 

The 13th Chinese Bridge (Switzerland)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活动方案 

 

一、活动名称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瑞士赛区比赛 

二、活动目的 

为瑞士学习汉语的大学生提供一个展示汉语能力的舞台，并创造一个互相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以激励其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提高他们对汉语语言实

际运用的能力和水平，增进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理解，增进瑞士大学生和

中国青年的友谊。此次活动将从优胜奖的学员中遴选代表，经培训合格后，推

荐参加在中国举行的 2014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复赛。 

三、主办单位 

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及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 

四、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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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 30 岁以下，非中国国籍，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出生并成长，母

语 为 非 汉 语 的 在 读 大 学 生 （ 含 硕 士 和 博 士 研 究 生 ） 。 

注意：在上届比赛中获奖并赴中国参加过比赛的选手，本届不可报名参赛。 

五、比赛主题: 我的中国梦 

六、比赛内容及形式 

● 第一部分： 汉语语言能力：（演讲，时间 3到 5分钟） 

 演讲参考题 

1. 我和孔子学院 

2. 汉语桥之约 

3. 学习汉语之后 

4. 趣说学汉语 

5. 我想对你说 

6. 我的快乐之旅 

7. 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 

8. 我要飞得更高 

9. 梦想宣言 

10. 人生因你而精彩 

11. 一首歌/一本书/一句话/……告诉我的 

 选手可从中任意选取一个题目或自己选其他题目。 

● 第二部分：中国国情知识问答（每人 10题） 

提醒 :本届将参赛选手可按照 2013年第十二届汉语桥比赛的参考试题做准

备 : 

http://bridge.chinese.cn/article/2013-05/06/content_500613.htm#anchor 

不包含连线题和影音题 

● 第三部分：中国文化技能（时间 5分钟） 

中国音乐（含歌曲、乐器）、舞蹈、曲艺、书法、绘画、剪纸、武术等。 

有关方面专家组成评判委员会，现场评判，对参赛者在上述三部分内容比

赛中的表现打分，并根据综合总分数确定比赛名次。 

八、奖励 

http://bridge.chinese.cn/article/2013-05/06/content_500613.htm#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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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优秀演讲奖，优秀才艺

奖，纪念奖。 

第一名选手将作为瑞士赛区优秀选手候选人推荐给复赛组委会，参加2014

年7月在中国举办的复赛及决赛，包吃住行。并且不论是否进入复赛，都将获得

去中国进修汉语一年的奖学金。第二名将被邀请赴华观摩复赛和决赛，包吃住

行。第三名将获得中国大使馆教育处颁发的奖品。 

今年还特别为在演讲和才艺单项环节表现优秀的选手设立了“优秀演讲

奖”和“优秀才艺奖”，分别专门奖励在上述两个环节表现出色，但没能进入

前三名的选手。 

所有参赛的选手，将获得纪念证书和奖品。 

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将优先推荐所有参赛选手申请“汉语桥奖学金”赴华

进修学习及其他相关奖学金。 

九、比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4年 4月 5日 14h00 到 18h00（包括晚餐） 

（二）地点:日内瓦大学 Uni Mail MR280教室 

地址：Bd du Pont-d'Arve 40，1205 Genève 

从机场： Bus 5 - direction Thônex-Vallard, arrêt Gare Cornavin, puis tram 15 - 

direction direction Palettes, arrêt Uni Mail 

从火车站：Tram 15 - direction Palettes, arrêt Uni Mail 

日内瓦公共交通图：Plan du réseau des Transports publics genevois 

停车场： 

- Parking Uni Mail, Bd Carl-Vogt 

- Parking Plainpalais, entrée avenue du Mail à gauche 

十、评委 

Grace Honghua Poizat 谢红华 (组长) 日内瓦大学 

Koella Brigitte 柯佩琦 苏黎世大学 

Chen Mo 陈墨 苏黎世大学 

Zhou Xiaoxia 周晓霞 巴塞尔大学 

Berger Claudia 牧晨曦  日内瓦大学    

http://www.tpg.ch/fr/horaires-et-reseau/plans-du-reseau/plan-general-reseau-tpg.php
http://www.ge.ch/parkings/parkings/unimail.html
http://www.ge.ch/parkings/parkings/plainpala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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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十三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瑞士赛区 

The 13th Chinese Bridge (Switzerland)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比赛报名表 Competition Entry Form 

 

姓名（外文、中文） 

Full Name  

 

学校，所学专业，年级  

UniversitySubject of Study and Grade 

 

你目前的中文老师姓名 

Name of Chinese teacher  

 

性别 Gender  

出生日期 Birthday  

汉语学习的简单经历（多长时

间？是否到中国留过学？） 
Simpl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Chinese 

 

在中国文化技能部分您将做什么

表演？（需要我们提供什么乐器

和设备吗？） 
Which kind of  performance will you offer in 
s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kills? 
(Do you need us to provide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r other equipments?) 
 

 

联系方式（座机，手机及邮箱）  

填好报名表后请 email 给日内瓦大学：ic@unige.ch（或传真至 022 3790729） 

并转抄教育处：jiaoyuchu@muri-be.ch 

截止日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周四）之前 

另注 :主办单位将报销选手来日内瓦参赛旅费，并为所有出席人员提供晚餐。 

照片 

mailto:ic@unig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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