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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中文感兴趣吗?初级或中级谈话类课程。现

在联系Martha 报名在今年晚些时候的第二段课

程。

“请向我发送有关新中友好协会普通话课程的相关

信息”（提供给那些没有在学校或是大学进行过普

通话课程的人）。

发送给新中友好协会但尼丁分会的课程主持人

Martha Bell：

bell3patman@orcon.net.nz 021 067 1858

本次新闻包括…
*即将到来的蘑菇故事——5月 5日
*中文助教简报

*ZooMoo以及更多的相关信息

三月份会议简报:

一个参与者说道...

“谢谢 Roger

和Miao 为我们

带来了这样一个
精彩的夜晚！
蛤蚌的味道非常
神奇，这真是一
次内容丰富的
经历。”

来自 Southern Clams 公司的 Roger Belton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生意背后的精彩的洞悉，

有关“我们所吃食物的附加值”和“克服监

管，在希望贝类被捕捞的地区进行采集”。

我们学到了一些有关“揭秘运输箱”的事,其中所

涉及的问题有关在中国这个新市场来销售这一

鲜活产品。

分会成员Miao Zhiang 是为 Southern

Clams 公司工作的海洋科学家，她向我们也给

出了一些她的有关在中国的营销过程的分析。

Southern Clams 公司对她在奥塔哥大学完成

她的硕士学位进行了支持。

哦,对了…我提到蛤蚌和海鲜杂烩浓汤了么！

十分美味——

浏览他们的

网站来了解

去哪里购买

http://www.nzclams.com/wheretobuy.php

普通话课程

课程主持人Martha 报道,初级课程已经与 12 个

参与者一道热烈开展。再次感谢毛老师和其他帮

手。

一个中级谈话类课程也即将开始。该谈话类课程

也可以在但尼丁的中国花园进行参与，时间为 5
月 15 日，星期日。
http://www.dunedinchinesegarden.com/events

mailto:bell3patman@orcon.net.nz
http://www.nzclams.com/wheretobuy.php
http://www.dunedinchinesegarden.com/events


即将开始...

五月 5日，星期二

我的中国和蘑菇的纽带

新中友好协会但尼丁分会成员 Ian Hall

博士 是新西兰有关块菌和生长在树木

根部上的蘑菇的专家。他的太太同样

也从事与有关蘑菇的工作 ，是一名在

西藏的培育蘑菇的专家。很多时候，

他们的婚姻间有 很远的距离。Ian将

带我们领略一段展示中国和蘑菇将他

们夫妇联系在一起的旅程。或许我们

也有可能了解一些关于他工作的成

果！

接下来…让我们欢
迎

Ian R Hall 博士，

块菌和蘑菇咨询有
限公司主任，国家
药物中心真菌学
家，奥塔哥大学荣
誉学者。

如有兴趣本网站值得一览:
http://www.trufflesandmushrooms.co.nz/

五月 5日，星期二

All Saints Church大厅 ，下午 7点
Cumberland街 786号 -临近 Cumberland街
附近的大学校园，North Ground公园对面。

奥塔哥

Clutha River河口

上个月的沿海照片。他们在哪儿?

中国

鸭绿江的河口

位于中国东北

辽宁省，是中国

和朝鲜之间的

边界,也可能是

黄海附近余下的

最重要的河滩。它为成千上万水栖侯鸟,尤
其是斑尾塍鹬和大滨鹬提供了栖息之所。

这个地区的一部分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尽
管这个地区一些地方最近因港口发展的需

要被取消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他

仍是 EAAFP 迁徙路线的网点,同时和在新

西兰的 Pukorokoro Miranda Naturalist

Trust (PMNT)有姊妹站点的关系也有合作

记录水鸟趋势和状况的历史记录。

新中友好协会奥克兰分会与Miranda

Naturalists Trust和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

一起支持并保护大滨鹬在它们跨越大洋中

所停留的湿地。

http://www.trufflesandmushrooms.co.nz/


本月:这些照片在哪里拍摄?
第一个正确回复:赢得视频

中国

奥塔哥

向秘书提供下期新闻的内容——

你最喜欢的奥塔哥或中国的海岸照片！y

查看奥塔哥每日新闻的文章：
http://www.odt.co.nz/news/dunedin/376059/chi
na-wild-nature-show核对 ：

http://asia.zoomoo.tv/shows

来自但尼丁的电视节目在中国播放

ZooMoo是一档有关世界

范围内迷人的野生动物的

交互式的教育和娱乐电视

节目。ZooMoo讲述的是“所有

的动物”,结合有趣的事件、毛茸

茸的字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和壮观的自然历史片段来为年轻

的观众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一份

独特的体验。

这部在但尼丁录制

的来自 NHNZ 的系

列电视节目已经在

中国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上个月推出

以来,它已成为播放

时间档内，4到 14
岁的观众观看最多

的节目。

写作和摄影比赛

本条消息来自上海

窗口的上海图书馆: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
“2016年第四届

共聚上海——
书法和摄影比赛”
已经开放,我们期待

你的参与。来自

海外的对中国和中国上海感兴趣的人士，可

以通过上传一篇文章或一张照片(或两者)到
以下网站来提交登记:
http://windowofshanghai.library.sh.cn/
activities/get_together2016/get_together2016en
. html

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获奖者将被邀请来上

海游玩,第三名获奖者将受到特制的礼物。

(注意:2014年二等奖得主是来自达尼丁的

作家作家 Tony Eyre)

http://www.odt.co.nz/news/dunedin/376059/china-wild-natur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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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ndowofshanghai.library.sh.cn/activities/get_together2016/get_together2016en.html
http://windowofshanghai.library.sh.cn/activities/get_together2016/get_together2016en.html
http://windowofshanghai.library.sh.cn/activities/get_together2016/get_together2016en.html


中文助教们
来自孔子学院的中文助理们正在

我们位于奥塔哥的一些学校工

作。这份报告来自第一学期

Shuang Feng (Rachel)基于

Balclutha的工作。
我所教授的所有学校都是很小的学校,其中

一些学校每两周才有一次汉语课。所以我

的目标是试图提高他们对学习中文的兴

趣。

有关问候,我们学会了如何“你好”和“再

见”、如何做自我介绍、如何说新年快

乐。我们还模仿中国上课的形式说“上

课”、“起立”、“请坐”,我们也学习了

一些简单有用的话语。

关于数字,我们学习了 1 - 100。学会了如何

用数字来表达星期几。在复活节前我们开

展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我把复活节彩蛋藏在了教室中的一个地方,让
学生找到它。其他学生一起计数,并使用高或

低的声音来提示鸡蛋在哪里。

关于歌曲,我们学习了《你好歌》来复习怎么

打招呼。我为他们演奏葫芦丝和他们一起

唱，学生们非常喜欢这样。

关于文化,
我向学生

介绍了春节,
元宵节,
清明节。

在中国新年

期间,我们做

了一个游戏

来赢得红包

(红色的纸袋内装有钱)。在元宵节我们一起做

了灯笼。

在复活节之前,我
们还做了上面写

有自己的中文名

字的复活节彩

蛋。这是一个互

相了解的好方法,
也是一个学习写

汉字的极好的机会。

最后,有一个好消息是，我曾经在 Rosebank学
校帮助进行演讲的一名学生参加了汉语桥比

赛并获得第三名，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将和

其他选手一起前往奥克来，进行最后的比赛！



五月 新中友好协会全国大会及

AGM 五月 27-29日
详情见: http://nzchinasociety.org.nz/

2016年展望
六月 -摄影展 –令人惊叹的照片来自分

会成员 Paul Wheeler2015年的旅行摄

影。

八月 – “考古学 -中国和但尼丁的纽带 “
同时，我们部门希望但尼丁中国音乐协

会能够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不仅能聆

听他们的音乐,也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乐

器。

会员新闻

麻将——分会成员 Roger Bell报告他所开设

的麻将课程已经开始，请联系秘书了解详细

信息。

会计 Viv报告，截止今年 3月 31日，我们

共有 52位金融成员。幸运的新生会员的获

奖者是 Bruce McKinley，他受到了一本书和

一部视频。

友情提醒:蘑菇故事将在五月 5日，

周二开展。

新中友好协会

“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友谊”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新中友好协会的主

旨、历史和正在开展的活动请浏览：

http://nzchinasociety.org.nz/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新中友好协会但尼丁分会

的信息请联系:
主席 Paul Fawcett
paul.fawcett@otago.ac.nz
会计 Vivienne Child
vivholmes1@gmail.com 027 2808860
秘书 Colin Child
cchild@clear.net.nz 021 02222 679

感谢委员会成员 Simon Wang所做的更新

事件和活动以及编写新中友好协会但尼丁

分会新闻的工作

新中友好协会但尼丁分会宣传视频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zcfsdunedin

微信号: 444858620

全国协会

https://www.facebook.com/NZChinaSociety

推特 https://twitter.com/nzchinasociety 来

接收即时的新中友好协会的新闻、事件和更

多信息的提醒。

http://nzchinasociety.org.nz/
http://nzchinasociety.org.nz/
mailto:cchild@clear.net.nz
https://www.facebook.com/nzcfsdunedin
https://www.facebook.com/NZChinaSociety
https://twitter.com/nzchina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