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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佳节，象征着阖家团圆、美满幸

福。9月 10 日，来自老挝、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的 600 多名学生欢聚华侨大学

西苑餐厅，参与“我们的节日”

中秋民俗体验活动，了解传统

节日文化、亲手制作月饼，共同

体验传统民俗。

和面、包馅、搓圆、印模

……旅游学院香港学生何咏儿

笑谈，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做月

饼，往年都是买月饼过节，但今

年能够与同学们一起参与到月

饼的制作过程中，她感到非常

惊喜。

月饼烘烤期间，同学们兴

奋地讨论着制作月饼带来的满

足感。工商管理学院香港学生

黄文鑫谈道：“制作月饼时，大

家会因为彼此所做的月饼形状

和颜色非常奇怪而感到十分有

趣。逐渐地，我们不仅被中秋节

文化的魅力所吸引，也感受到

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中秋

节本来是我非常思念家乡的时

候，但这次的活动让我收获了

很多。”旅游学院泰国学生周美

心说，许多中国同学都帮助她

一起制作月饼，帮助她了解中

国民俗文化，她认识了许多中

国朋友，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也

更加期待了。

刚出炉的月饼被分到每一

位同学的手中。同学们品尝着

自己亲手做的月饼，灿烂的笑

容在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台湾

的月饼外酥内甜，外头的酥皮

浓郁甜美，内陷甜中带酸；而大

陆的月饼，皮薄馅多。相较于台

湾月饼，大陆月饼最大的不同

便是它的馅，常会加入桂花、核

桃仁、青红丝等。”台湾学生李

孟璇分享了她对两地月饼口味

的感受。大多数的同学也表示，

亲手制作的月饼吃起来更让人

有满足感，也更能感受到中秋

佳节的氛围，体会到“团圆”的

意义。

据学生处介绍，为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华侨大学每

年都在端午、中秋、冬至等传统

节日期间举办丰富的活动体

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营

造“家”的氛围，让他们感受

“家”的温馨。 （张林 许玉清）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日前，在

投身华文教育 37 年后，马来西亚大山脚市

日新中学教师林钿 光荣退休，众多老师学

生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

林钿 表示，投身教育界多年，让他的

人生留下了很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可以说

此生无悔。据他回忆，在校期间，他最难忘的

是 2017 年的水灾。因为第二天就是马来西

亚教育文凭及高级学校文凭考试，但学校受

灾后已不适合作为考场，所幸董事会当机立

断，把考场移去日新独中，师生群策群力的

精神让人十分感动。

林钿 还表示，希望教师们能继续保有

爱心、耐心及恒心，让每一个孩子绽放出智

慧的花朵。同时，他也劝勉学生们，只要努

力，每个人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日新中学董事长郑奕南表示，林钿 敬

业好勤、忠于职守。他执教期间，学生考试成

绩提升显著，学校也在他的努力下发展明

显。

家教协会主席郑克林也表示，林钿 为

了学校的发展尽心尽力，诲人不倦。日新中

学的成就、变化和发展，都包含了林钿 的

心血和汗水。

集美工业学校举行

2019“海丝”迎新座谈会
本报讯（通讯员 黄坚虹）9 月 10

日，集美工业学校举办“2019‘海丝’

迎新座谈会”。共有来自泰国、越南、

老挝和印尼四个国家的 21 名 2019

年“海丝班”新生及在读的往届留学

生代表参加。

集美工业学校副校长谢东升对

2019 级“海丝”班同学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他请家长放心，学校会用心

教好这些学生，让他们在这里学有

所成，快乐学习，早日成才。

厦门印联会联络部副部长、青

委会秘书长蔡伟霖对学校建设和教

学水平的提高表示由衷的敬佩。他

表示，集美工业学校创新创品牌，继

承弘扬嘉庚精神，在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引领下，运用好“陈嘉庚基

金”，服务海外广大华裔子弟，特别

在扩大招收留学生方面做出很大的

努力。“我们愿继续配合学校，努力

扩大影响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2017 级泰国学生林雨嘉深有体

会地说：“我刚来这所学校一点中文

基础都没有，但是老师和同学都很

热情地帮助我。请学弟学妹们不要

放弃，要努力学习，多交中国朋友，

多说话，不要害怕说中文。家长们也

不用太担心，这里的老师很关心学

生。”

2019 级印尼学生庄进伟代表新

生发言，他感谢学校提供这次学习

的机会。他表示将会好好学习普通

话，努力考取中文五级。

多场中文图书展、图片

展中秋亮相菲律宾
今年中秋，多场中文图书展、图片

展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火热进行。

马尼拉国际图书展是全菲历史

最久、影响最大的图书展，今年第 40

届马尼拉国际图书展在中国城外的

马尼拉SMX会议中心举行，共有 120

多个参展商，预计15万人次参展。

展馆 2楼第 256 号摊位，是一个

全中文图书展，参展商是菲律宾华

教中心下属、全菲唯一的中文书店

新华书城，展出的数百种最新出版

的中国时政、经济、文化、旅游、美食

等图书，吸引了大量对中文图书感

兴趣的菲律宾读者。

在中国城内，由菲律宾华教中

心与福建省对外交流协会、海峡出

版发行集团、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共

同举办，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菲律宾新华书城协办的

“中国图书展销会暨清新福建图片

展”，9月 12 日在菲律宾侨中学院开

幕，持续 8天。

书展展出一千余册最新出版的

图书，涵盖儿童读物、文学名著、养

生保健、美食旅行、教育教学、中国

文化、英文书籍等。书展开幕式上，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向新华书城捐赠

价值达 50 万比索的中文图书。

“清新福建”大型图片展，展出

了 80 余幅展现福建自然风光、人文

景观、基础设施、城乡新貌、社会发

展的精美图片。

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希

望以图书展销会为契机，激起菲华

年轻一代的读书热情，在书籍无声

的教化和浸润中修炼心性，陶冶情

操，提升菲律宾华人社区的整体文

化素养和人文底蕴。 （关向东）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

道，近日，新加坡华文教师钟

宝葵获颁杰出学前母语教师

奖。22 年来，她一直不忘育人

初心，精心设计课堂活动，帮

助孩子们快乐学华文。

据了解，钟宝葵毕业于

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求学时

就想要做老师，后来因为一

些原因放弃到教育学院就

读。但在政府机构工作几年

后，她还是想要实现自己的

愿望，于是打电话给附近的

幼儿园，询问是否要请华文

教师。

不久后，钟宝葵被一所

幼儿园录取，上午教学，下午

学习学前教育课程，一晃就

是 22 年。如今虽然已经称得

上是资深教师，但钟宝葵仍

觉得自己有必要进修，并常

常向年轻教师学习，交流教

学心得。

“孩子都很爱玩，所以我

们得通过不同方式，以游戏、

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孩子在互

动中运用华文。有些孩子可

能缺乏自信，我就会给他们

更多机会回答问题。”钟宝葵

说。

课堂之外，钟宝葵也非

常重视与家长的协作。据她

回忆，有一名男生的父亲是

非华族，母亲是华族，因此一

开始只能用英语与她交流。

于是她建议男生的母亲每天

花一部分时间，以华语和孩

子沟通。养成习惯后，那名男

生就变得愿意使用华语了。

虽然每天面对活泼好动

的孩子，需要很多耐心和精

力，但钟宝葵一点也不觉得

累。“有时，学生会说‘钟老

师，我们喜欢你’，或是问我

‘钟老师，你会来上华文课

吗’。看到学生的期待，我就

很开心，很满足。”钟宝葵说。

(胡洁梅)

大马华文教师林钿 退休
投身教育 37 年无怨无悔

新加坡华文教师钟宝葵执教 22年
不断进修不忘学习

带领华裔青少年感受中华文化
吴斌的寻根情怀

吴斌，笔名冰清。她曾经

3次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

令营活动，带领华裔青少年

回到中国。

孩子从幼儿园起学中文

吴斌在美国读书并移居美

国，在当地结婚生子。她让自

己的孩子从小到中文学校学

习中文。“我和丈夫认为，尽

管孩子在美国出生，但他长

了一张中国人的脸，如果不

会讲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孩

子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学习

中文了。”吴斌说。

除了让孩子通过在校学

习中文，吴斌还尽力为孩子

创造中文语境。“在家时，我

们跟孩子交流尽量讲中文，

有时间就会带他回国看望祖

父母。此外，我们会经常带孩

子看中文电影，到中国餐馆

吃饭。”吴斌说，“孩子最熟悉

的汉字是‘肉’字，因为在中

文菜单上这个字出现的频率

很高。”

机缘巧合，吴斌参加了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带

着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华裔青

少年回到中国。“无论是学习

中文还是参加‘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都很有意义。因为

只有学会中文，才能知道自

己的根在哪儿。”吴斌说。

看看祖辈生活的轨迹
四川是吴斌的籍贯所在

地。她第一次担任“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的领队，便是到

四川。看到祖辈曾经生活的

地方，她和孩子都深受触动。

“孩子的反应让我决定未来

几年只要有机会就继续带

营，让更多的华裔青少年看

看祖辈生活的轨迹。”吴斌

说。

今年是吴斌第三次带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这

次，她和孩子们访问的地点

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尽管多

次带营，但这次的经历还是

让吴斌十分难忘。

有一天，她带着孩子们

在一家餐厅吃饭，正好碰到

有人在举办同学会。“我们到

餐厅时，大家正在唱老歌。看

到我们进来，他们说要唱歌

给海外的小朋友们听。他们

唱罢，我和孩子们作为回应，

唱了在夏令营里学的《我和

我的祖国》。歌声响起，餐厅

里的大爷大妈给我们鼓掌，

还有人拉着我们自拍，场面

真的让人感动。”吴斌说。

（吴思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