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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杯”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瑞士赛区比赛 

The 15th Chinese Bridge (Switzerland)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活动方案 

一、活动名称 

“国航杯”第十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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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代表，经培训合格后，代表瑞士参加在中

国举行的 2016 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复赛。 

三、组织机构 

主办：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承办：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 

协办：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巴塞尔大学孔子学院及瑞士各大

高校 

四、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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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题：梦想点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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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主题：Dreams Enlighte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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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参考题目： 	选手可从中任意选取一个题目或自拟题目 

1. 我和孔子学院 

2. 我的中国梦 

3. 走上汉语桥 

4. 感谢你，老师 

5. 中国，请你听我说 

6. 趣说学汉语 

7. 我的快乐汉语之旅 

8. 梦想宣言 

9. 人生因你而精彩 

10. 我喜欢的一首（中文）歌/一本（中文）书/一部（中文）

电影等 

! 第二部分：中国国情知识问答（每人 10 题） 

提醒	:本届参赛选手可参考 2015 年第十四届汉语桥比赛习题集

（请见附件）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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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奖励 

! 奖项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其它参赛选手获优秀奖。 

! 奖励办法 

一等奖获得者将作为瑞士赛区优秀选手候选人推荐给复赛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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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加2016年7月在中国举办的复赛及决赛，国家汉办将承担赴华

旅费和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费，并且不论是否进入决赛，该选手都

将获得赴华进修汉语一学期的奖学金； 

二等奖获得者将被邀请赴华观摩复赛和决赛，国家汉办将承担

赴华旅费和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费； 

三等奖获得者和优秀奖获得者将获得中国大使馆教育处提供的

奖品。 

所有参赛选手所有参赛选手均将获得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

颁发的纪念证书和奖品。使馆教育处将优先推荐参赛选手申请中国

政府奖学金（可非汉语专业、可攻读学位）。 

此外，为满足海外预赛优秀选手赴华观摩比赛的需求，今年大

赛组委会将邀请既定赴华名额外的预赛选手自费赴华观摩比赛，具

体执行标准大赛组委会将于4月随同比赛观摩营方案对外发布，届时

我处将转发该方案。 

八、比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6 年 4 月 30 日 13:00-17:00(赛后提供冷餐) 

（二）地点: 伯尔尼 Musée d’Histoire de Berne, Orientalischer Saal  
地址：Helvetiaplatz 5, CH-3000 Bern 6    

九、评委 

BAO Yinhui 包银辉 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 

LACHNER Anton 蓝安东 伯尔尼大学 

URS Fraefel 傅瑞华 圣加伦周礼高中 

YANG Fan 杨帆 西北应用科学大学 

ZHANG Hui 张辉 苏黎世大学 

 

附件：2015 年第十四届汉语桥比赛习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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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杯”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瑞士赛区预赛流程 

 

一、 时间 

2016 年 4 月 30 日 13 :00-17 :00  

二、 地点 

伯尔尼历史博物馆 Musée d’Histoire de Berne, Orientalischer Saal  

地址：Helvetiaplatz 5, CH-3000 Bern 6 

三、比赛流程 

1、13 : 00 选手抽签、排号，准备文化技能展示所需的有关设备等，同

时召开评委会。 

2、13:30－15 : 30 比赛 

! 开场音乐演出 

! 介绍到场嘉宾 

! 介绍评委 

! 介绍比赛规则及比赛程序、选手、奖励措施等 

! 13:50 正式比赛开始 

! 预计 15 : 30 结束 

3、15 :30-15:45  

评委会统计名次，准备奖状、奖品（期间，赞助商中国国际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苏黎世营业部业务介绍） 

4、15:45-16:00 颁奖、合影 

! 评委小组组长介绍评选流程并公布获奖名单 

! 耿大使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 集体合影 

! 耿大使讲话 

5、16: 00-17: 00 冷餐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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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十五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瑞士赛区 

The	15th	Chinese	Bridge	(Switzerland)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比赛报名表 	

Application	Form	
	

姓名（外文、中文）Full Name  	 	

性别 Gender 	

出生日期 Birthday 	

学校/所学专业/年级	 	

University / Major of Study / Academic 
Year 

	

你目前的中文老师姓名 Name of 
Chines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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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 phone/ mobile and email 

	

 

填好报名表后请发送 email给教育处：jiaoyuchu@muri-be.ch  

截止日期 	: 2016年 4月 10日（周日）  Application deadline : April 10, 2016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