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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名泰国学子行礼拜师
本报讯 据“厦门市集美校

友总会”微信公众号报道，9 月 9

日晚，由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

泰国嘉庚学子联谊会等主办的

2019 年泰国嘉庚学子感恩会在

集美举行，84 名获得陈嘉庚奖学

金的泰国学子向新老师行拜师

礼，叩首献花表达感谢。

这些学生分别被厦大、华大、

集大、厦门理工、集美工业学校、

集美中学等学校录取。泰国学子

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恩之情：

他们深情地行泰国拜师礼、表演

泰国舞蹈及才艺等。学生及家长

们感恩校主陈嘉庚为他们创造

了优异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

纷纷表示将在嘉庚故里好好学

习，将来学成后做泰国与中国之

间的友好使者、做中华文化的传

播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

者、嘉庚精神的践行者。

集美校友总会会长陈呈对

获得陈嘉庚奖学金的 84 名学生

表示美好的祝福。希望集美学村

这得天独厚的优势，能让远离家

乡的他们感受到温暖，很快融入

集美学村这个大家庭，愿他们在

集美的学习和生活之旅快乐并

充实。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

长任镜波致词。他说：“参加今

天的感恩会很感动！今天上午，

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和泰国嘉

庚弟子联谊会厦门办事处在集

美校友会馆揭牌，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9 日 9 时 9 分 9 秒，六个

“九”，久久（“九九”）为功，就此

象征着大家来中国学习、深造

必将圆满成功！中泰友谊天长

地久！”

为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

2017 年，厦门市委统战部首创

“陈嘉庚奖学金”，资助“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学生

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来

厦学习深造，增进他们对祖居地

的情感、对“中国梦”的认同。陈

嘉庚奖学金的对象涵盖了博士

生、硕士生、本科生、高职生、中

职或高中生及非学历进修生 (语

言生)、短期进修生等。

据了解，今年陈嘉庚奖学金

共收到来自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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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斯坦等 11 个国家的 575 份申

请，最终共有 222 人（含 2名博

士、35 名硕士）通过终审，他们将

分别前往 7 所招生院校的 62 个

专业就读。泰国学子行礼拜师 黄丽 摄 学生表演泰国舞蹈 黄丽摄

7 国 109 名

外国政府官员

来华侨大学学中文
9 月 6 日，华侨大学迎来第

十五期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

班的学员：来自泰国、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沙

特、阿曼等 7 个国家的警察系

统、国防部、总理府、移民局等

政府部门的 109 名官员。

“华侨大学，我们来啦！”上

午，在华侨大学专门为这批特

殊学生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

员们在同期学员、泰国空军少

校黄世神的带领下，大声喊出

了来华学习的喜悦，表达了对

未来一年学习的期盼。

作为学习文化、促进民心

相通的品牌项目，华侨大学外

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自 2005

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 15

年，累计为泰国、老挝、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

亚、越南、阿联酋、苏里南、安哥

拉等十国政府培养了 900 余名

优秀汉语人才。该项目影响力

不断扩大，参与的国家越来越

多，沙特、阿曼两个国家今年首

次选派学员来校学习。

“我是新生，也是老生。”黄

世神五年前曾在华侨大学学了

两年中文。开学典礼上，黄世神

代表全体官员班学员发出倡

议：倡议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

使者，要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要努力学好中文知识，搭

建与中国友好交流的桥梁，共

同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作出新

的贡献。

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副

会长张祥盛、老挝总理府党与

人事司司长孔山·赛亚山、泰国

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甘迪

满、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文

化官艾诺伊、华侨大学校长徐

西鹏等出席并为学员们佩戴校

徽。华侨大学副校长曾路主持

开学典礼。

“各位学员都是本国政府

和部门的精英，肩负着各国政

府和人民的重托和希望。”徐西

鹏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努力提

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增强中华

文化方面的知识积累，更好地

认识中国、感受中国、了解中

国，成为致力于中外友好的中

华文化传播使者。

张祥盛、孔山·赛亚山分别

致辞，感谢中国政府和华侨大

学为学员们提供珍贵的学习与

交流的平台，并表示将进一步

密切双方的合作，增进彼此的

友谊。

据了解，一年学习期间，华

侨大学将采取小班教学，为学

员们开设汉语听力、口语、阅读

等必修课程，全面提高学员的

中文水平，并开设中国传统音

乐、舞蹈、武术、绘画、民间手工

艺等各类文化课程和讲座。同

时，将利用假期组织学员们前

往中国各地开展文化考察等活

动，让大家亲身感知中国、了解

中国。 （吴江辉）

驻华大使告诉你“汉语热”究竟有多热？
“各种颜色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说的念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近年来，汉语学习热度在全球持续攀升。这首创作于十余年前的歌曲《中国话》，精准“预言”了汉语在当下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来华留学的外国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学习中文之路。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

索夫：俄罗斯兴起“汉

语热”
“俄罗斯民众对汉语的兴

趣愈发浓厚。我朋友的孩子

们，他们从小学、甚至从幼儿

园，就开始学习汉语。”俄罗斯

驻中国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

在专访时表示，俄罗斯人对汉

语学习既有需求也有兴趣，这

是他所乐见的。

实际上，杰尼索夫本人就

是个“汉语通”。他已经在中国

工作了 40 年，学习中文的时

间长达 50 年。他指出，俄罗斯

的“汉语热”不仅仅是培养会

讲中文的人，更要培养在航空

航天、核能、能源、法律、经济

等专业领域的中文人才。此

外，汉语已经成为俄罗斯继英

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

后的第五种全国统考外语科

目。4月 1日，俄罗斯首次举办

俄国家统一考试汉语科目考

试，来自全俄 43 个地区的 289

名考生报名参加。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斯

塔法：希望孩子去中国

读书
抄录中文报道、品味京剧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斯塔

法表示，自己来华就任后一直

在自学中文。每天清晨，他都

会从外交信函和中国媒体上

整篇抄录有关叙利亚的新闻

报道。在具备了一定的中文基

础后，穆斯塔法开始了他最为

重要的“中文练习”———研读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的讲

话。

如此日积月累使得他的

中文水平有了极大的进步，也

加深了他对于中国政策的理

解。穆斯塔法进一步表示，中

国元素已经在他的家庭中生

根发芽，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

可以回到中国上大学，使它能

一直延续下去。

尼泊尔驻华大使鲍德

尔：更多尼泊尔人选择

去中国办婚礼
不满足于只能用中文聊

美食、聊地名的日常对话水

平，尼泊尔驻华大使利拉·马

尼·鲍德尔在繁忙工作之余千

方百计腾时间学中文，甚至连

午休时间都不放过。他希望能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

以实现和中国朋友进行更多

专业层面的交流。

鲍德尔表示，随着尼泊尔

对中国亲近感不断加深，每年

有成千上万尼泊尔人学习中

文，超过 4000 名尼泊尔学生

在尼泊尔的孔子学院学习中

文，还有不少尼泊尔留学生到

中国大学学习中文。尼泊尔

“中文热”背后，是更深层次的

“中国热”。鲍德尔说，“现如今

有越来越多尼泊尔人到中国

旅游、学习和举办婚礼。”

日本驻华大使横井

裕：喜欢读中国古籍、

看中国电影
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能

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对中国

的了解不仅限于政治、经济和

科技，还包括更为深层的人文

领域，被日本外交界公认为

“现今外务省里最了解中国的

外交官”。横井裕告诉海外网，

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古典文

学耳熟能详，包括《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中国经典多次

被搬上日本荧屏。此外，日本

高中还会教授中国古典文学，

日本学生对杜甫的《春望》等

唐诗非常熟悉，“我从学生时

代一直非常喜欢读的一部中

国古典文集是《菜根谭》”。空

闲时，横井裕喜欢看中国电

影，大热的《我不是药神》《流

浪地球》他都去电影院看过。

“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影反映的

都是文化，我希望日中人文领

域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

成：愿中韩关系“步步

登高”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韩

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接受采访

时，用中文“韩中友好，步步登

高”为中韩关系送上美好祝

福。

伊朗驻华大使克沙

瓦尔兹扎德：主动学习

中文
伊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

克沙瓦尔兹扎德来华就任半

年来一直坚持学习中文，初一

见面就主动用中文“我是伊朗

驻华大使”进行自我介绍。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

黎：朋友圈里有“中国

外卖小哥”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

浩黎平易近人，热爱学习的他

在短短一年间交到了很多中

国朋友，朋友圈里甚至还有

“外卖小哥”。

随着中国的发展，汉语

在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等领

域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如今，

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凸

显了各国人民盼望深度融入

中国“朋友圈”的强烈愿望。

通过汉语这座桥梁，相信民

心将更加贴近，世界将认识

一个更加立体和鲜活的中

国。 (栾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