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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也称“弦管”，有

“中国音乐历史上的活化

石”之称，发源于福建泉

州，用闽南语演唱，是中

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传统

古乐。

5月 17日，应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中华文化体

验课程主讲教师陈端端教授

的邀请，中国音乐教育专家、

欧厝南音泥土计划发起人吕

韶风，著名南音作曲家、琵琶

圣手卓圣翔，南音全才、福建

南音网创始人林素梅，优秀

南音演唱者、编剧罗纯祯来

到海外教育学院，为中外学

生开展了一场学习“南音”、

体验“南音”的讲座。旨在更

好地帮助海外学生学会欣

赏闽南文化，深入感受闽南

艺术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

吕老师首先为在场师生

讲解了南音的悠久历史，以

“ 、工、六、思、一”五个正

声为基础的工尺谱和南音

的主要乐器：琵琶、三弦、洞

箫、二弦和拍板。在演奏过

程中，琵琶只奏曲中骨干音，

由洞箫润饰加花。

“柔曼缠绵摅怨慕，轻

盈典雅蕴讴吟”。随着琵琶

铮铮，洞箫悠悠，罗老师一

曲五分钟只唱四个字的“世

界上最慢的音乐”———《一

纸相思》，唱不尽的含情寓

意，淡到无声犹刻骨。她的

唱功、气息、唱法和表达和

谐地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古

朴南音。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

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

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

成，江边潮已平。”更是将送

行妇女的离愁别恨融入对山

水无情的怨意之中。琵琶轻

弹委委倾诉，洞箫和之隐隐

哀怨，古老而饱含深意的闽

南语，朴实却不失格调的离

别情，带领现场师生再回北

宋隐逸诗人林逋的《长相

思》，以全新的形式诠释古人

的细腻情感。

最后，在南音四大名谱

之一《走马》的欢快声中结束

了本次讲座，不少同学还意

犹未尽，不舍得放下手中的

乐器。

18 级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杨焕焕听完这场讲座后

深有感触，她说，“体验课重

在体验，不仅是情感和南音

唱腔体验，更是通过模仿、学

唱、演奏等直观的与之接触

和碰撞的体验。无论是第一

次拨动琵琶琴弦的喜悦，还

是鼓足勇气依然没有吹响

洞箫的手无足措，都让我对

南音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深深

的敬意。”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18

级经贸班的本科生李嘉隆表

示，“以前都没听过南音，今

天通过学习闽南语的发音，

用闽南语唱南音，真的很有

趣。我还亲身体验了许多中

国古老的乐器，都是一些我

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最喜

欢的是琵琶。”

2018年起，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便专门为留

学生开设了“中华文化体

验”课程，帮助他们深入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去

一年，分别开展了中秋文

化、茶文化、国学、地方戏曲

等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感

受闽南地区的中秋习俗。参

访安溪八马茶叶总部，参与

名家文学沙龙，参观陈嘉庚

先生故居，体验闽南高甲戏

文化。通过“第一课堂”与

“第二课堂”的有机衔接，帮

助留学生亲身实地、多维度

地感知最真实的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

（杨焕焕 练亚芸 颜彩蓉）

华侨大学举办马来西亚文化周
5月 19日晚，华侨大学

马来西亚文化周暨庆祝中马

建交 45周年文艺晚会在厦

门校区灯光篮球场举行。

马来西亚新山鼓队用一

曲《狂蹄》开启了整场文艺晚

会。泉州校区龙狮队表演的

《双狮献瑞》、厦门校区张灿

同学带来的《川剧变脸》，将

中国传统的舞狮绝技和变脸

艺术展现的淋漓尽致。来自

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学音乐舞

蹈学院教师何祖汉及其爱人

Rachel Jonas-King 用一首节

奏舒缓却饱含深情的歌曲

《Sejahtera Malaysia》，表达

了他们对马来西亚的爱国

之心。配以解说的马来西亚

传统服装走秀，不仅是一场

视觉盛宴，也增进了大家对

马来西亚文化的了解。由华

侨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改编

歌曲《想太多》、厦门校区马

来西亚同学会演唱的中马

建交 45 周年主题曲《左

肩》，展示了马来西亚多元

而团结的民族文化以及中

马建交以来亲密互信、真诚

友好的友谊，将整场晚会推

向高潮。

除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大家还能品尝到风格迥异

的各地美食。来自印度尼西

亚、缅甸、马来西亚、老挝、

泰国、安哥拉、菲律宾等国

家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的学生站在各个摊前

忙碌地准备食物。马来西亚

的肉骨茶、椰丝球，老挝的

木瓜沙拉，印度尼西亚的椰

浆饭，菲律宾的特色零食，

安哥拉的巧克力蛋糕及缅

甸的椰子冻等美食令人眼

花缭乱、垂涎欲滴。

华侨大学马来西亚文化

周于 5 月 15 日至 20 日举

办，包括图片展、主题讲座、

文艺晚会以及特色美食街等

系列活动。

5月 15日，马来西亚

吉隆坡侨南国民型华文小

学 (以下简称侨南华小)校

园内，来自各个族裔的同

学们正聚集一堂，听中国

老师讲解儿童诗歌。

来自马来西亚世纪大

学孔子学院的徐张丽老师

讲解细致而不乏风趣，还

从诗歌出发，引导孩子们

理解比喻、联想等修辞手

法。注重互动的唐电弟老

师讲课中不时向孩子们提

问，同学们也纷纷高举小

手争相回答，气氛十分活

跃。

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其

他族裔民众希望能培养孩

子掌握中文，加之华裔生源

减少，华文小学出现越来越

多的非华裔学生。如侨南

华小就有三成以上学生来

自马来裔、印裔等其他族

裔。由于这些小朋友大多是

进入学校后才开始学习中

文，基础相对薄弱，通过严

谨、细致、生动的教学，令他

们打下扎实的中文根底就

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 3月以来，孔子学

院更与侨南华小展开全方

位合作，除了开设“童诗工

作坊”外，还定期派出老师

为其他族裔学生进行汉语

基础补习，并举办剪纸、书

法等丰富多彩的课外培训。

华文教育素来与华

社、华文媒体被马来西亚

华人并称为“三宝”，截至

去年 9月，马来西亚仅华

文小学就有逾 50 万在校

学生。据介绍，目前已有多

家华文小学发出邀请，希

望如侨南华小一样得到孔

子学院“助阵”，孔子学院

也将积极响应华社和华小

的需求，为中华文化薪火

相传助力。 （陈悦）

亚洲青年文化交流活动
在北京举行

5月16日上午，由全国青联、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主办的亚洲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宋庆

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京参加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青年分论坛的 13个亚洲国家近

200名青年代表参加了活动。

亚洲青年代表们分别在粹空间茶道、书

法、京剧、木艺、印染、雅乐、刺绣、中医馆里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参

观体验活动，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回国之后，要与家人和朋友们分享在中国的美

好经历。

体验结束后，亚洲青年观看了亚洲青年戏

曲文化交流演出。中国京剧表演、日本歌舞伎

表演、东盟青年舞蹈表演等展现不同亚洲国家

文化特色的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和热烈反响。

（刘旭）

西班牙举办 2019年度

“汉语桥”中文比赛
2019年度“汉语桥”世界大、中学生中文比

赛西班牙赛区决赛 5月 19日在西中部城市萨

拉戈萨市举行。

来自全西班牙 9家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的 17名选手在这一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中文水

平和才艺，争夺赴华参加总决赛的机会。参赛

者们“各显神通”，表演乐器、歌唱、书法、舞蹈、

武术。许多参赛者还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生活的

美好经历。有选手笑言：“作为一名‘吃货’，哪

怕是为了尝遍中国美食，我也要学好中文！”

获得大学生组第一名的马德里孔子学院学

生玛利亚·梅尔塞告诉记者，她学习中文已有 7

年，从 18岁开始，每年都要去中国学习，“我喜欢

中国的美食、文化和友好的人民，我在中国有很

多朋友，我已经把上海看作第二故乡了”。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说，自 2015年起，

他每年都会观看西班牙“汉语桥”决赛，从中感

受到了西班牙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以及他们

对中国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中文是认识中国的

一把金钥匙，现在有这么多西班牙青年愿意投

身中文学习，将来一定会为中西两国交流作出

最直接的贡献，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本届比赛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主办，萨

拉戈萨大学孔子学院承办。 （郭求达）

匈中双语学校名额紧俏就读难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第 15区，有一所

学校的“学位”近年来变得十分紧俏：2019年共

有 90多名学生报名，最终只有 27人成功入学

就读。

这就是匈中双语学校，中东欧唯一同时使

用当地语言和中文教学的全日制公立学校。从

以中国学生为主到匈牙利学生占绝大多数，匈

中双语学校创立十五年来的学生结构变化，显

示出中文和中国在匈牙利日益受到重视。

2004年 9月，学校成立之初只有 4个年级、

87名学生。学校匈方校长埃尔代伊说，那时，学

生家长多是在匈牙利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但

2008年以后，匈牙利学生成为学校学生的大多

数。如今，在校学生有 480余人，分布在 11个年

级，除约120名中国学生、30名左右的“混血儿”

以及十多名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外，其余都

是匈牙利学生。埃尔代伊希望学校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并进一步提高中文教学水平。

匈中双语学校受到青睐，源于两国友好关

系的发展。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

中匈关系各领域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也日益为中匈和中国与地区国家关

系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国人员往来日益频

繁，2018年到访匈牙利的中国游客达 25.6万

人次，同比增长 11.06%。中文也成为匈牙利高

校招生考试的外语科目之一。（王子辰 袁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