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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彩月 马骏）
当地时间12月18号，正值圣诞来临
前夕，罗马尼亚锡比乌孔子学院在
锡比乌省Astra图书馆举办了中国文
化系列活动“中国魂之中华武术”
主题文化活动，为罗马尼亚的圣诞
节献上一份别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大
礼。

活动以锡比乌孔子学院汉语教

师志愿马骏和李丽的太极拳表演开
场。紧随极具表现力和冲击性的太
极拳法之后，志愿者分别从中华武
术的来源、中华武术与儒家思想的
关系、武术流派、武术的当代影
响、中国功夫电影的发展和功夫电
影明星等各个层面为大家展示武术
精神内涵。结合生动的图片及深入
浅出的现场演讲，中华武术的魅力

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嘉宾。
精彩的演讲之后，锡比乌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志愿者马骏又以一套少
林初级长拳为文化活动精彩压轴，并
和观众互动教学，教授敬拳礼和五步
拳的基本招式及太极拳的战斗实用
技巧。虽然观众都是第一次学习中国
武术，但是打起来还都有模有样。

对于此次活动，观众表现出了浓

厚的兴趣，并有观众当场表示想在下
一学期报名参加武术课。此活动也是
锡比乌孔子学院 2014年文化系列活
动的最后一场活动，2015年初锡比
乌孔子学院还将继续展开新一年度
的文化系列活动。随着每一年度的文
化系列活动的推广，锡比乌当地居民
已经对中华文化有了很多的了解，更
有许多汉语爱好者报名参加了由锡

比乌孔子学院组织的面对社会人士
的汉语课堂，中华文化已在异国的土
壤生根发芽，日渐繁茂。

罗马尼亚与中国远隔千山万
水，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当地人
直观的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为中
国与罗马尼亚之间搭建一座交流的
桥梁，是孔子学院工作者的荣耀和
使命。

锡比乌孔子学院系列文化活动“中国魂之中华武术”

2014年 12月 13日，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与罗马尼亚听众会在布加勒
斯特罗美大学举办。中国使馆文化
参赞闫建武、国际台俄东中心副主任
殷相峰、国际台罗语部主任吴敏、彼
特什蒂国际台听众俱乐部主席维琴
秋先后致辞。

活动由罗马尼亚彼特什蒂的国
际台听众俱乐部主办。活动现场还
播放了国际台拍摄的纪录片《寻梦中

国》的一集，该片通过讲述六个不同
身份的罗马尼亚人在中国工作、学习
和生活的故事，反映了中罗两国人民
之间的深厚友谊、两国文化之间的交
融。现场许多来宾感同身受，纷纷对
该片予以高度评价。该纪录片已于
11月24日至30日在罗国家电视台国
际频道播出。

此外，来自中罗两国的艺术家还
为现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将活

动气氛推向高潮。
国际台罗马尼亚语广播于 1968

年正式开播。经过46周年的发展，国
际台罗语部已成为一个集广播、网
站、平面媒体、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
等多种媒体手段于一身的综合媒体
机构。罗语部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了解、发展两国关系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驻罗马尼亚使馆文化处/撰稿李莉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罗马尼亚举办听众会
2015 年对罗马尼亚来说是选举赌注很少的一年。

2012年举行了议会和地方选举，2014年举行了欧洲议会
和总统大选，2015年只将举行部分选举。因为辞职、去世
或者在贪污案件中的被判刑而出现了参议员和众议员席
位的空缺。在今后几个月以来，地方政府也将革新，因为
检察院大量逮捕了市长和县理事会主席。分析家认为，政
治舞台的重要因素是各政党内澄清问题、清晰和重新定
位。2年半以来，社民党是国家执政联盟中最强大的政党，
同时该党的问题最多。去年11月任何统计都没有提出社
民党领导人兼总理彭塔在总统大选中的失败。这一消息
还没有被政党领导班子完全接受。14年来这一左派政党
没有赢得总统职务，当时伊利耶斯库第二次担任了国家总
统职务。2004年纳斯塔塞以及2009年基瓦纳在总统大选
中失败后，社民党一样可以放弃失败的候选人彭塔。据彭
塔本人所说，还没有决定参加3月社民党举办的特殊会议
以选举该党领导人。社民党的老盟友保守党没有在非常
吉利的预兆开始新的一年。这是成立保守党的商业大亨
沃伊库雷斯库以及该党现任领导人兼农业部长康斯坦丁
之间的纠纷公开爆发发了。沃伊库雷斯库由于参与了引
起了许多丑闻的贪污案件被判10年监禁。媒体推测的想
法是师徒间关系的破裂可以导致政党内部的分裂。处在
反对派的右派政党也搞不清楚怎样管理对他们来说有利
的总统大选结局。现任总统受到谴责将年轻、没有经验的
阿丽娜・格尔久替代他接任自由党领导人职务，而这一决
定不利于该党老战友奥尔班。这是弥补的复杂情况，因为
在该党中自由意见高于内部统一因素。自由党人今年要
管理同自由民主党合并的复杂进程。在近25年来这两个
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处在激烈角逐的对比，而不是兄弟合
作。2015年可以作为两个新成立政党的巩固或者不受政
治欢迎的一年。这两个政党是前任总理塔利恰努领导的
执政联盟中自由改革党以及前任总统伯塞斯库可能将领
导的反对派政党：人民运动党。人们将明白上述两个政党
的领导人是否有政治价值。

9月罗马尼亚总理蓬嗒对中国
进行正式访问，受到了中国主席习
近平的接见并同李克强总理举行了
会晤。

习近平指出，谈到中罗关系，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友谊”。中方
高度赞赏罗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
持。今年是两国建交 65周年暨建
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
年，希望双方从新的历史起点出
发，推动中罗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
展。中方愿意同罗方在实现各自美
好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蓬嗒同李克强总理进行会晤时
对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水平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加强经济
关系，特别是共同开展一些项目，
如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发挥好
经贸联委会的规划作用，努力提升
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推进核电、
火电、风电等能源领域合作；加快
对建设布加勒斯特至康斯坦察高速
铁路项目的研究，搞好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合作；促进农业领域科技合
作和贸易投资；丰富人文交流，加
强青年、教育等领域交往，夯实两
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罗总理蓬嗒说，罗方坚定致力
于推进罗中友好，愿全面深化两国
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领域互利
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沟
通协调。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
双边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蓬嗒还同对在罗马尼亚投资感
兴趣的中国大型企业的代表举行了

会见。此次机会，蓬嗒表示，“由
于罗马尼亚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非常顺利，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支
持以便增加两国之间经济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展共同的项
目。首先，罗马尼亚具有非常重要
的农业潜力。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继
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为在罗马尼亚
扩大生产量能够吸引融资以便使罗
马尼亚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和质量

最高的供应商之一。
罗马尼亚拥有所有的能源，但

是需要投资以便完成现代化与保护
环境的项目。罗马尼亚还有可再生
能源，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公司已
经在风能方面投入了资金。

对罗马尼亚来说，基础设施领
域的发展非常重要。罗马尼亚愿意
同中国一起发展高铁项目及中国公
司参与高速公路和公路的项目。”

9月25日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抵
达布加勒斯特开始进行正式访问。

德拉格纳副总理同张高丽举行
了会见时，德拉格纳说，我们对 9
月访问北京期间受到的热情接待以
及同高层进行的会晤给予高度评
价。罗方全力以赴以将这些会晤转
化为成果，为落实两国总理签署的
协议作出贡献。将政治方面的承诺
在经济领域得以实现，落实到具体
的项目，对国家发展和就业作出贡
献。”

张高丽表示，3月在北京与罗
副总理进行的会晤上两国官员举行
了美好而富有成效的会谈。

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谈
中，张高丽和德拉格纳强调了加
强罗中合作的重要性。张高丽表
示希望两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关系，以便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
的阶段。两国在多种领域应加强
交流与合作，这包括能源、基础
设施和运输、农业、文化等领
域，创造更多的机会、增进两国
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副总
理表示，中国愿意同罗马尼亚合
作以便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
作关系及推动中国同欧盟战略合
作伙伴的关系。

2014年罗中经贸合作回顾

99月月22日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总理蓬塔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总理蓬塔。。

99月月2525日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抵达布加勒斯日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抵达布加勒斯
特开始进行正式访问特开始进行正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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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日上午，罗马尼亚驻华大
使多鲁·罗穆卢斯·科斯泰亚先生来访
我校并做客大使论坛。党委副书记高
浣月代表学校热情欢迎大使的到访，
并陪同大使参观了我校罗马尼亚文化
展暨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周年图
片展。一同来访的还有罗马尼亚驻华
使馆文化参赞鲁贝安、中国驻罗马尼
亚使馆教育组负责人卞正东。

高浣月感谢科斯泰亚对我校与罗
马尼亚交流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对
我校与布加勒斯特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事宜的大力支持。如今，孔子学院成

立一年多以来，在汉语言文化推广、学
术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科斯泰亚表示非常高兴再次来到
法大。这是他第三次来访，“三”这
个数字在罗马尼亚文化中是个非常重
要数字，此次来访也代表着三件重要
的事情，第一，今年是中罗建交65周
年；第二，中罗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迈入第十年；第三，两校孔子学院
建院一周年。他非常高兴看到双方大
学合作友好，各项活动开展顺利，使
馆也将继续促进双方在更广阔领域更
好的沟通与合作。最后，科斯泰亚祝

贺孔子学院一周年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会谈结束后，由布加勒斯特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薛小健主持，科斯
泰亚发表主题演讲“二十一世纪中罗
关系大事记”，并回答了师生的提问。

陪同出席活动的还有布加勒斯特
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白罗米（Lumi⁃
nita Balan）、社会学院院长Marian Pre⁃
da、汉语系副教授木固力（Mugurel
Dan Zlotea）、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薛小
建、社会学院院长助理郭伟和，以及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王福平。

多鲁·罗穆卢斯·科斯泰亚参观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