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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海外教育学院诗意度“家”节
“叮叮当当……”一阵阵清

脆的掷骰声此起彼伏，伴随着中

外学生的欢声笑语不断从厦门

大学翔安校区坤銮楼传来。9月

20 日，2019 年“我们的节日·中

秋”系列主题活动在厦门大学海

外教育学院 / 国际学院一楼大

厅拉开帷幕。汇演吸引了校区各

学院中外师生、海外毕业院友近

300 人参加。

伴随着悠扬大气的古乐，中

秋文化汇演在古色古香的汉服

舞蹈《礼仪之邦》中开场。2019 级

的研究生们身着汉服，仪态万

千，于轻歌曼舞中尽显华夏风

采。来自保加利亚、泰国和也门

的几位外国同学字正腔圆，感情

充沛地吟诵了苏子于丙辰中秋

许下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如今听来，在众多中外

学生齐聚一堂的场景下，无疑被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以色列的安娜，泰国的珠

珠，哈萨克斯坦的艾丽，意大利

的罗拉，韩国的朴艺恩，越南的

郑嘉玲还有三个中国姑娘，雨巷

里撑着油纸伞的丁香般的姑娘

们来了，由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的

旗袍秀美得令人屏住呼吸。袅娜

的姑娘，典雅的旗袍，折扇与油

纸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真

的不分国界。

博饼，是极具厦门特色的中

秋传统文化习俗，不少海外学子

和外地同学都是第一次接触。室

外大厅的博饼体验和室内全场

的即兴丢骰子，都引发了一阵阵

的欢乐笑声。除了体验博饼，坤

銮楼一楼大厅里，毛笔书法练习

区和扎灯笼区也是密密匝匝挤

满了踊跃尝试的同学，不少外国

生深情写下“我爱中国”“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书法作品，

也有喜上眉梢自己动手做好灯

笼的韩国女生。看得出，他们都

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很喜

欢学院举办的这样活动。

看完演出，来自印度尼西

亚的同学说，这次活动让他想

起了家乡也有一个和中秋节很

相似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

亲”，通过活动他感受更多的是

学院带来的温暖。开场舞《礼仪

之邦》伴着悠扬的乐声，将汉服

的古典、含蓄、轻盈、飘逸之美

体现得淋漓尽致，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这场晚会离不开所有演员

和师生共同的努力，这是大家通

力合作的结果。策划晚会不容易，

我们得到了学院领导和专业老师

的建议和全程支持。尤其让我感

动的是确定节目到正式演出只有

8天，所有演员坚持连续的大强度

的排练，后台工作人员的努力也

让人敬佩。还有很多自愿参加晚

会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的加入让

整场晚会的演出效果锦上添花，

更是印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负责组织、策划此次汇演的

姜星驰同学深有感触地说。

虽在异乡，温暖长存；中华

之美，源远流长。这个中秋，我们

体会到了别样的团圆韵味。

（颜彩蓉 张星慧 余雅文 周萌）

新西兰学汉语的学生人

数增加兴趣是最大原因
据新西兰天维网编译报道，新西

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学汉语的新西

兰学生人数明显增加，有汉语教师表

示兴趣是学生们选择学习汉语的最主

要原因。

三年前，当 Angeline Tan 在一所奥

克兰小学教汉语时，只有 80 名学生对

这门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感兴趣。但

现在，Tan 的学生增加到 180 人，汉语

普通话已经成为新西兰一门热门外

语。

Tan 每星期上两次课，来自 New

Lynn 的 Arahoe School 学校学生们加

入到她的课堂，除了学习汉语，还能接

触更多的中国文化。她的课堂也不局

限于汉语，还包括各种小游戏、小品、

歌曲和小手工，比如制作京剧脸谱。

Tan 说，与新加坡学生相比，新西

兰学生学习汉语不是为了“学术”，更

多是兴趣。学习一门语言，相当于接触

一种文化。她通过寓教于乐，将“深层

次”的普通话教学融入其中。在

Arahoe School，约有 9%的学生是华人。

这所学校已经获得教育部的拨款，开

展亚洲语言课程。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7 年新西

兰中小学学习汉语人数为 6.5 万人，

较前一年的 5.6 万人有大幅增加。新

西兰中国委员会 (New Zealand China

Council) 主席 Don McKinnon 爵士称，

新西兰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尤其与

中国的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移民

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我们呼吁政府

加快招募有资历的中文老师，让新西

兰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并与之互动。”

他说。

Tan 称，她所在的学校重视汉语普

通话教学，一二年级学生有普通话学

习助理，三四年级学生如果感兴趣，会

有专门的老师教普通话。她负责五六

年级学生的教学，当然这些都建立在

学生的兴趣之上。中文周期间，中国书

法家还将到访 Arahoe 学校，一个中国

舞蹈团将提供表演。

Tan 还说，她喜欢教普通话，是因

为学生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和求知欲，这反过来也唤醒了她对

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9

月 20 日上午，中国致公党厦

门市委会在华侨大学召开座

谈会，邀请厦门高校华裔留学

生代表和陈嘉庚奖学金获得

者代表，一起畅谈他们眼中的

祖（籍）国。参加座谈会的华

裔留学生都来自东南亚国家，

他们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对祖

籍国充满向往。

来自印尼的庄 说，自

己从小讲闽南话，吃闽南菜，是

地地道道的“福建孩子”。本科

就读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的庄 已完成学业，还顺利

申请到了陈嘉庚奖学金，让她

可以继续在中国深造。她希望

中印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持续下

去，华裔下一代就能得到更多

学习的机会。

李家乐来自马来西亚，祖

籍地是福建安溪。他说，中国

是一个兼具古典和现代化的

国家，自己从小就对中国很憧

憬，立志要回来看看自己的祖

（籍）国。他表示，学校为华裔

留学生组织了很多研习活动，

让他们能更好地感受中国文

化。“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

非常快速，像我一样选择来中

国留学的华裔学生越来越多，

毕业后我想留在中国发展，为

祖（籍）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努力。”

“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

崇尚教育、自立自强、艰苦创

业等精神感染着海内外的中

华儿女。强大的中国是海外

华侨华人坚强后盾，我为自

己的华裔身份感到骄傲。”

来自缅甸的第三代华裔段

婉蓉目前在华侨大学学习，

她表示将努力学好中文，传

播嘉庚精神，讲好中国故

事。

36 名华裔留学生获华侨大学“一带一路”新生奖助学金
华侨大学 9 月 24 日举行

2019 年“一带一路”华裔留学

生新生奖助学金颁奖仪式，来

自马来西亚、老挝、缅甸、泰国、

印尼、柬埔寨等国家的 36 名华

裔留学生获奖。

为帮助和鼓励更多优秀华

裔留学生前来华侨大学学习深

造，2019 年 5 月，华侨大学校

友邱尚振发起捐资，设立华侨

大学“一带一路”华裔留学生新

生奖助学金，总额 500 万元(人

民币，下同)，首期为期 10 年，

每年 50万元。

据悉，该奖助学金适用于

申请前来华侨大学就读全日制

本科学士学位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优秀华裔留学生，设有

一二三等奖，奖励金额分别为

4万元、2万元和 1万元。首批

获奖的 36 名华裔留学生中，14

人获二等奖、22 人获三等奖，

一等奖空缺。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

马来西亚学生郑宗祈表示，在

马来西亚时看到了华大的招生

宣传，了解到学校为侨生、海外

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环

境和学习机会，就选择了华大。

刚入学不久就拿到了奖助学

金，他十分开心。“很感激学校

和校友的鼓励，这笔奖学金不

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

给予我更多学习的动力，定不

辜负大家的期望。”

作为中国拥有港澳台侨学

生最多的大学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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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

侨大学共有新生 8354名，其中

港澳台侨学生 1644名。 (孙虹)

德国德累斯顿举办“孔子学院日”民众体验中国文化
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

斯顿市有一个 1911 年建成的

中式风格建筑，被当地人称为

“中国亭”。9月 21 日，百余名

德国民众来到这里，参与莱比

锡大学孔子学院在这里举办

的“孔子学院日”活动，了解并

体验中国文化。

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杜荣介绍，“孔子学院

日”已成为莱比锡及周边市

民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

口。今年该院推陈出新，首次

移师莱比锡所属萨克森州首

府德累斯顿，携手当地文化

协会，提升中国文化在萨克

森州的影响力。

在此次活动的舞台演出

环节，观众们欣赏了由华侨华

人、留学生表演的中国传统歌

舞，古筝、古琴、葫芦丝等民族

乐器演奏，以及传统服装秀。

不少观众参与了丰富的互动

活动：吃中餐、下围棋、编织中

国结、中国知识有奖问答、打

乒乓球、学武术……

德累斯顿市主管文化旅

游事务的副市长克莱普施表

示，这是“孔子学院日”活动首

次在德累斯顿举行，这样的活

动有助于增进德国民众对中

国的了解和兴趣。

德国观众燕妮饶有兴趣

地欣赏着现场书法展示。“看他

如何用毛笔很有意思。”燕妮说

道，她家住在“中国亭”附近，她

自从去中国旅游之后就对中国

文化着迷，很高兴能在家门口

参加这次活动。

不少儿童在家长带领下

参与“孔子学院日”活动，孔子

学院的德国汉语老师专门为

孩子们准备了学认汉字的图

片和小测试。识汉字、参与中国

知识问答、练习武术招式，孩子

们认真地在各个学习点“打

卡”，集齐图章，领取有中国特

色的小礼物。 （田颖连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