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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9 月 1 日分别

在福建泉州校区和厦门校区

举行 2019 级新生开学典礼。

在 8354 名新生 (含本科生和

研究生)中，来自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老挝等 36 个国家

和地区的 港澳 台 侨学 生有

1644 名。

开学典礼上，华侨大学校

长徐西鹏以“自信拼未来”为

题，对新生们寄予希望。

徐西鹏指出，华侨大学是

中国拥有港澳台侨学生最多的

大学之一，在跨文化学习上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持续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

程，开展“承志”中华文化海外

传播项目，每年都会有 60 多个

团队 600 多人次奔赴世界各

地，向不同地区的民众展示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为马来西亚第四代华

裔，华侨大学 2019 级新生 玠陈

霓从小学习中文。“我的好几个

中学老师、学长学姐都是华大

校友，所以我对华大充满了期

待。”陈玠霓表示，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令人向往，她希望在

中国学有所成。

来自缅甸的杨绍欣是华侨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 级

新生，除求学外，她还想留在中

国工作。她说，选择中国，是因

为喜欢中国，从小向往中国，一

心想回到中国生活；选择华侨

大学，是因为华大的侨校特色

给她提供了适合她的学习环

境。

在香港新生黄咏妍看来，

华侨大学对港澳台侨学生的包

容性更大。“在这里可以认识来

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朋

友，建立好的人际网络，扩大自

己的‘朋友圈’。”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

所华侨高等学府，多元文化

融合的华侨大学已培育了近

20 万名优秀学子，其独具侨

校特色的境外生培养模式、

异域风情的校园文化氛围，

吸引了越来越多境外生前来

学习深造。

华侨大学每年都会举办

“东南亚泼水节”“泰国水灯节”

“印度尼西亚文化嘉年华”等充

满异域文化的活动。徐西鹏表

示，希望同学们在人文交流与

文明对话中不断拓展视野”，

亦期待同学们在“一元主导、

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氛围

中，在“侨校 + 名校”建设的新

征程中，成长为充满自信、积

极向上、富有正义感的新时代

奋斗者。 （孙虹）

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匈牙利

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座谈
据匈牙利新导报微信公众号消

息，当地时间 9 月 2 日，中国孔子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秘书处党组书

记刘爱军率代表团赴匈牙利访问，并

与匈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交流座谈。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秘书处党组书记刘爱军在会谈上

指出，中国孔子基金会秉承“培植中华

文化根基 永续炎黄子孙血脉”理念，希

望多与海外侨团合作，通过本土化的

传播平台和传播力量，致力于在海外

设立孔子学堂。

匈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滕维杰表

示，匈中文化交流协会非常乐于传播

中国文化，愿意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

同携手，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匈牙

利。 (张成)

2019 年阿根廷“中国寻
根之旅冬令营”开始报名

据阿根廷华人网报道，深得广大家

长和学生喜爱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阿根廷地区现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提供了一

个能让海外出生成长的下一代华裔青

少年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增强对中国

发展的信心的机会。通过亲身体验中

华民族的灿烂文明，观赏中国的大好

河山，目睹中国的繁荣昌盛，增强了他

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为将来传

承中华文化、保持民族特性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为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

化交流做出贡献。

从历年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的

营员反馈来看，这也是一个让生活在

海外的孩子们学习应用中文，了解中

国历史文化，锻炼独立性的绝佳机会。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中国驻柬大使：望援柬

华文老师培养更多双语人才
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晚，柬埔寨柬

华理事总会设晚宴欢迎 2019-2020 年

度中国援柬华文教师。中国驻柬埔寨

大使王文天到场寄语援柬教师，希望

他们结合柬国情和学生实际，因材施

教，为两国务实合作培养更多有用的

人才。

王文天寄语援柬教师做中华文化

的传播者，做中柬友谊的传承者，做中

柬务实合作的推动者。他表示，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四角战略”加快

对接，需要大批懂中柬两国语言的双

语人才。他高度评价柬华理事总会长

期以来以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

团结带领广大华侨华人，兴办华文教

育，为柬培养了一大批兼通中华文化

与高棉文化的优秀人才，成为东南亚

乃至全球华文教育的领跑者，为华文

教育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文天表示，2008 年以来，中国每

年派出大批教师来柬任教，2019—

2020 年度援柬华文教师总数达到 273

人，较上年度大幅增长近 20%，为历年

最多，体现中国政府对柬华文教育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侨生表示，

应柬华理事总会和全柬各家华校的申

请，援柬华文教育培训对弘扬中华文

化、发展柬中传统友谊、培养华语人才

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充实了柬埔寨华

校的教师队伍，又提高了华文教育的

水平，促进了华校的进步与发展。

（黄耀辉）

大马斯里圣淘沙国中庆中秋
吸引多族裔学生参加

泰国举办中泰一家亲
“友谊杯”中文比赛

2019 年 中 泰 一 家 亲

“友谊杯”泰国南部大中小

学生中文比赛决赛 9 月 1

日下午在宋卡府合艾市举

行。经过角逐，有 4 名学生

获得前往中国交流学习的

机会。

这是泰国南部地区首

次同时举行大学、中学、小

学三个年龄段的中文比赛，

也是迄今泰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中文比赛，吸引了 61

所中小学和 10 所大学的

1467 人报名参赛。

本次比赛共分为演讲、

唱歌、文化知识、书写、听写

和达人秀 6 大项目、5 个级

别，来自宋卡、董里、北大

年、也拉等九府的中小学

校、大中专院校、语言培训

中心等机构的学生参加了

比赛。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马

凤春表示，语言是国家间文

化沟通和增进友谊的桥梁。

本次比赛既是庆祝中泰建

交 44 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传承和促

进“中泰一家亲”友谊，也是

为泰国南部大中小学生和

中文学习爱好者提供一个

展示中文能力的舞台，激发

其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兴趣，

加深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

的理解。

出席活动的宋卡府府

尹威拉楠说，如今，中文日

益成为重要的语言。今天的

活动是中文学习者交流经

验、共同进步的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在此次比赛

中获得鼓舞，不断提高自己

的中文水平，增进对中国的

了解。 （据新华社报道）

中文话剧“金色少年营”
美国首演讲述华二代故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近日，美国近 400 名华人在马

萨 诸 塞 州 Foxborough 镇

Marilyn Rodman 剧院欣赏中

文话剧“金色少年营”首演，为

来自马萨诸塞州、加州、康州

九个中文学校的青少年演员

的精彩演出欢呼喝彩。

话剧“金色少年营”讲述

一位名校毕业的华裔二代毅

然辞去华尔街高薪、投身教

育。他邀请父母参加他与伙伴

一起主办的夏令营，大家目睹

多对亲子冲突事件，两代人在

对话、争论和反思中有效沟

通，尝试和解。

“金色少年营”是由全美

中文学校协会戏剧培训中心

推出的首部励志青春剧；剧中

九名主要演员是 14-18 岁华

裔后代，因为住在美国不同地

区，编导张西用网络电话会议

方式辅导演员演说台词，并率

领九人参加今夏中国侨联举

办的“寻根夏令营”。

16 岁的男主角李员峥说，

因为台词多，背剧本的挑战很

大；一边演话剧，一边学习人

生道理，收获很大；即将上大

学的梁蕊馨说，剧中内容全是

华裔后代的遭遇和亲身体会，

既真实又有感触。他说，过程

中自己的中文有进步，更深刻

了解中国教育文化，也带来很

多价值感与思考。

来自圣地亚哥的 14 岁演

员彭光璞说，觉得自己与所饰

演角色安娜一样，有天分、也

有些迷茫。他表示，自己很喜

欢一句台词“我不再回避对自

己身份的认知，相反，开始为

自己是美国的中国人而自

豪”，能在这句台词中找到自

我。 (唐嘉丽)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报道，为弘扬传统中华文化、

促进各族师生们的良好关

系，马来西亚斯里圣淘沙国

中近日举办中秋活动，吸引

了全校 1200 名学生踊跃参

与。据了解，此次中秋活动包

括创意灯笼展、中秋猜灯谜

游戏及灯笼制作教学，由该

校的华文组及华文学会主

办。

学习尊重各族传统文化
斯里圣淘沙国中校长莫

哈末阿米鲁丁指出，这次中

秋活动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

结精神，让大家学习尊重彼

此的传统文化习俗。他表示，

生活在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

会中，各族群应该相互包容，

并接纳对方文化。更重要的

是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努

力，将自己族群的优良文化

和习俗传承下去。

莫哈末阿米鲁丁表示，

在场展示的灯笼非常特别，

不仅充满创意，而且手工精

致。孩子们对灯笼的整体设

计与本地文化相互融合，每

个灯笼都加入了各民族的特

色和元素，师生们非常喜爱。

学生自发筹备活动
华文组主任纪艳丽表

示，教育工作者应该不辞劳

苦，坚守教育使命，而学生的

成长及进步就是教师最大的

满足。在她看来，在这次活动

中，学生们的态度十分积极，

自发做好筹备工作。虽然活

动前有考试，但学生们在考

试结束后，也到场参与了中

秋活动。

此外，纪艳丽透露，该校

的非华裔学生对中秋节也非

常有兴趣。今后，该校也会陆

续举办各族的传统节日活

动，让各民族学生了解彼此

的文化。

让年轻人了解中华文化

的美
马来西亚艺术学会副会

长吴宝光表示，书法艺术是

传统中华文化，而中秋节则

是传统中华节日，两者皆蕴

藏着中华文化的精髓。现代

的年轻人对于中秋节似乎不

太了解，而且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越来越浅薄。因此，举办

传统文化活动，就是希望大

家能把优良的文化传承至下

一代，让后代知道中华文化

的美。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