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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6月

26日，陈嘉庚奖学金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评审会议，对 2019年

度通过陈嘉庚奖学金复审合格

的 257位申请人进行审议。陈嘉

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何

秀珍，陈嘉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陈嘉庚教育基金会理

事长何福龙，陈嘉庚奖学金工作

领导小组顾问、集美校友总会永

远名誉会长任镜波等出席会议。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

术学院、集美工业大学、集美中

学七所招生院校负责人参加会

议。

经陈嘉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决议，2019年度陈嘉庚奖学金

拟录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

华人学生共 257 人，包括正选

222人和候选 35人。录取名单完

成终审后，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将

正式发文通知七所招生院校，各

招生院校将按

原定计划在 7

月上旬前向获

得奖学金的学

生发出录取通

知书。

据 了 解，

2019 年陈嘉庚

奖学金共接收

来自泰国、菲律

宾、柬埔寨、老

挝、马来西亚、

缅甸、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

南、印度、巴基

斯坦 11个国家

共 575份申请。

按照奖学金评审工作流程，各招

生院校根据校内评审流程初审

后，于 6月上旬将初审合格名单

提交基金会复审。6月中旬由基

金会组织专家进行复审，复审合

格名单提交陈嘉庚奖学金工作领

导小组进行终审。

会上，各院校负责人就招生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厦门大学

校长助理张建霖提出目前陈嘉庚

奖学金的招生范围只面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未来是否能涵盖

更多的国家，吸纳更多优秀生源。

他希望包括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在

内的学生也能

申请到这个奖

学金。华侨大学

学生处副处长

蔡立强提出应

该缩短奖学金

资格审批时间，

这样能更高效

地留住学生，避

免他们流失到

其他院校。集美

中学国际部主

任林小英建议

名额可以分配

一些到初中阶

段，因为出于对

一些留学生汉

语水平的考虑，让他们从初中开

始来中国，经过六年学习，会对汉

语有更系统的认知，也能更好地

完成学业。

何福龙对各院校积极建言献

策表示感谢，他承诺基金会将认

真考虑这些建议和意见，争取早

日给大家答复。他提出要继续加

大陈嘉庚奖学金的宣传力度，争

取更多优秀学生来厦门读书深

造。

何秀珍充分肯定了各院校

2019年陈嘉庚奖学金学生招生

和管理工作，她表示，今年的招

生情况呈现出奖学金的影响面

进一步扩大、招生更加规范、学

生质量进一步提升等三个特点。

但从调研情况看，还存在招生面

不广和教育、管理不平衡等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何秀珍希望

各招生院校进一步提升陈嘉庚

奖学金的海外招生工作实效，

力争在 2020 年的招生工作中

能够在生源国别上继续有所

突破。陈嘉庚教育基金会要坚

持每学期深入七校调研走访

的好传统，摸清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工作机制，继续做好基金会与

招生院校及海内外协作团体

之间的统筹协调工作。

6 月 19日，由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台港澳学生

先修部举办的 2019年港澳

台侨全国联招志愿填报指

导会、2020届港澳台侨全国

联招备考讲座在学院举行，

共 200余位学生和家长到场

与学院老师面对面咨询交

流。

2020届港澳台侨全国联

招备考讲座是针对港澳台侨

高一、高二学生及家长开展

的联考普及讲座。就“什么是

港澳台侨全国联招”、“联考

跟高考的区别与联系”、“如

何备考”等相关内容，学院

老师为学生、家长们详细介

绍港澳台侨联招的相关政

策、考生数总览、考试科目、

本科分数线等全方位联招

信息。

备考讲座结束后，是本

届考生最关注的 2019年港

澳台侨全国联招志愿填报

指导会。2019届师生家长们

先回顾了学生们在厦大港

澳台侨联考班一年的学习

和生活视频片段，随后，由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傅

万里副院长和罗俊峰副书

记分别为成绩优异和进步

显著的学生们颁奖。

台港澳学生先修部林幼

芳老师就联招概况、2019年

招生章程、志愿填报须知与

流程、注意事项、实战技巧等

方面为学生和家长们进行了

深度解析。并通过对招生院

校分数线、招生计划数以及

全国考生和本院考生成绩对

比的仔细研究，为本院考生

提供了切身实际的志愿参考

建议，既要避免“高分低就”，

也要有效规避风险。

1993年，经国家教育部

批准，厦门大学设立台港澳

学生先修部，举办港澳台侨

联考补习班。联考班依托厦

门大学强大的师资及一流的

办学条件，为广大港澳台侨

学生升读大学提供良好的学

习平台。 （李梦）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 43名华裔青少年 6月

25日齐聚武汉大学，开启

2019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湖北武汉

夏令营。

在当天的开营仪式上，

武汉市侨联副主席徐祥忠

重点推介了湖北省情和荆

楚文化。他希望参加夏令

营的同学们为传承和推动

中华文化、荆楚文化走向

世界发挥积极作用。湖北

省政协常委、武汉市侨联

副主席、海外湖北社团合

作联盟主席、美国加州湖

北同乡会总会长、武汉伟

鹏集团董事长喻鹏先生宣

布开营并为夏令营授旗。

据介绍，参加此次夏令

营的 43名华裔青少年全部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

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负

责具体组织人员报名和筛

选。此次夏令营海外华裔青

少年将深入体验湖北武当

文化、炎帝文化、宜昌三峡

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武汉民

俗文化。

此外，他们将认真聆听

独具魅力的编钟、精心编排

的汉语课，学习中国传统书

画、茶艺，体验中国武术等

体育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

并将通过丰富多彩的参观

游览，近距离领略湖北风土

人情，感悟荆楚文化的博大

精深。

喻鹏表示，相信通过这

一系列的学习体验、走访交

流、参观游览，来自美国的

海外华裔青少年将会深深

地爱上汉语学习、爱上中华

文化、爱上荆楚大地，并留

下美好的青春记忆。

(徐立银徐金波)

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武汉夏令营启动

暨南大学今年计划扩招
约 300名港澳台侨本科生
今年暨南大学港澳台

侨本科生计划扩招，招生

指标从 2000人左右提升

到 2300人左右。

据悉，以往每年有超

过 6000名港澳台侨学生

报读暨南大学，实际只能

录取 2000人左右。学校今

年把港澳台侨招生指标从

2000人左右提升到 2300

人左右。

前两年暨南大学推出

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

学院的四个专业招生，反

响热烈，所招收学生质量

高。今年该学院拟进一步

扩大招生。面向招生的省

份包括广东、湖南、江西、

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河

南、山东、内蒙古，新增的

指标基本投放在广东。

暨南大学副校长张

荣华表示，为认真贯彻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自

己的办学特色，把学校办

得更好，为海外侨胞回祖

国学习、传承中华文化创

造更好条件，暨南大学制

订了专项行动计划。体现

在招生上，总的思路是

“提质量、调结构、扩规

模”。

具体来说，就是进一

步提升港澳台侨和内地学

生的生源和培养质量，将

学校打造成为规模最大

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港澳台侨人才培养基地。

将港澳台侨生所占比例提

高到 40%左右，同时提高

广东生源比例，为粤港澳

大湾区和广东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和输送更多的人

才资源。逐步扩大港澳台

侨和广东生源的招生规

模，更好地体现侨校特色，

更好地服务广东地方经济

建设。 (郭军)

魅力华文”文艺汇演活动

在法国里昂举行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中法建

交 55周年，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

华文教育联盟(简称华教联盟)于当地时间 6月

22日在法国里昂市政大厅隆重举行了“魅力华

文”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

华教联盟内 7家华人社团的华文学校师生

们，在中法两国艺术家的歌声中开始了活动。师

生们用精彩的古诗朗诵、唱中国歌曲、跳中国舞

蹈等方式展现华文教育的魅力。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华文教

育联盟成立于 2018年 1月，现有 8家社团及

机构，都是隶属于中国驻里昂总领馆领区内的

协会和机构。华文教育如今在海外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日

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反映，懂中文、了

解中国文化也为海外华人华侨及其子女打开

投身中法文化、经济各领域交流事业之门。

据华教联盟负责人介绍，联盟的建立是为

了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华文教育资源共享、

华社华校共同开展活动、共同探讨华裔学生有

效教学方法，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华文教育事业

的发展，创新华文教育模式。华教联盟对于阿

尔卑斯大区内的华文教育推广及发展有重要

意义。 （李洋）

匈牙利侨社创办

中德实验学校揭牌
据匈牙利欧洲华通社报道，当地时间 6月

24日，匈牙利侨社又一所主要面向华侨华人子

女的学校———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在布达佩

斯正式揭牌并开学授课。

学校创办人兼校长、匈牙利中华文化传承

基金会主席赖华介绍，根据华人学校的实际情

况，中德实验学校在假期和周末上课，目前开

课学前班，以及一至八年级课程，小学和初中

教材选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标准的语文和数学

课本，聘请有教学资质的中国老师授课。学校

的外语课为德语和英语，由外籍专业教师教

学。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的宗旨是“奠基多元

文化、融入欧洲明天”，以发展、创新的理念来

管理、教学，尊重各民族的信仰和传统，传承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目前，除全日制的公办中匈双语学校外，匈

牙利华侨华人创办的中文学校已有三家。 (李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