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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日，2019 年厦门

市高校“港澳学生看厦门”实

践考察活动举办。共有来自华

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 32 名港

澳学生参加了此次考察，本次

活动由厦门市海外联谊会与

华侨大学共同主办。

从华园启程，考察团首先

来到素有“海上花园”“钢琴之

岛”美誉的国家 5A 级景区鼓

浪屿。在这里，考察团参观了

别具风格、有“万国建筑博物

馆”之称的鼓浪屿民居，感受

鼓浪屿的名人名家文化。乘着

海风，大家登上鼓浪屿最高点

日光岩，俯瞰厦门市美景，远

眺郑成功雕像。来自澳门的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9 级

同学张明恒表示，作为新生，

借这次实践考察活动的机会，

到厦门两个月来第一次踏上

鼓浪屿这座美丽的岛屿，还登

上了最高峰。他说，“在日光

岩，我看到了整个厦门市的景

色，感觉非常壮观！”

考察团一行随后到厦门

城市规划馆。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考察团成员们走过厦门的

历史长廊、回顾厦门的历史发

展———厦门是“下门”的雅

称，经过不屈的近代史，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嘉禾

里蜕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

代都市。在厦门城市规划馆

里，同学们还通过生动有趣

的方式了解了厦门近年来的

发展成就。来自香港的新闻

与传播学院 2019 级同学汪

小雪说：“厦门城市规划馆里

的各种展示让我大开眼界，

这些展示让我一睹厦门的城

市风貌，体验到厦门这座海

滨城市的魅力。未来，我将深

入了解这座要学习生活四年

的城市。”

活动的最后一站，考察团

参观了在厦门软件园三期举

行的第十二届厦门国际动漫

节。知名动漫展区、Cosplay 竞

技区、电竞互动展区、新技术

展示区等展区各具特色，现场

热闹的气氛吸引着在场的每

一位同学。通过参观，大家进

一步了解了当前蓬勃发展的

中国动漫产业以及文化创意

企业。

近年来，厦门市海外联谊

会着力于开展厦门市高校港

澳学生的实践考察工作。旨在

引领港澳学生了解改革开放

以来厦门的发展情况和高素

质、高颜值的城市面貌，帮助

在厦门高校就读的港澳新生

更快地了解厦门经济社会情

况，更好地融入厦门城市生

活，进一步增强港澳新生的爱

国精神和国家意识。

(柯碧惠张永强)

匈牙利第五所孔子学院
揭牌

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 11 月 15

日在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正式

揭牌。这是在匈牙利成立的第五所孔子

学院，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与德布勒森大

学合作共建。

德布勒森大学校长西尔瓦希·佐尔

坦在揭牌仪式上致辞说，在“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匈牙利与中国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学习汉语、了

解中国文化将有助于德布勒森大学学

生未来的发展。德布勒森大学高度重视

孔子学院的建设，将为孔子学院的发展

提供便利。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今

年是中匈建交 70周年，中匈双边关系

近年来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两国人

文教育领域合作亮点频现。孔子学院是

各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效途

径，相信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将为中

匈文明互鉴、人文交流以及增进中匈人

民友谊做出贡献。

除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外，匈牙

利此前已成立了 4 所孔子学院，分别

是：罗兰大学孔子学院、赛格德大学孔

子学院、佩奇大学中医孔子学院、米什

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 （袁亮）

蒙古国举行中学生
中华典籍朗诵比赛
蒙古国第八届中学生中华典籍朗

诵比赛 11月 16日在乌兰巴托举行，50

多名参赛选手朗诵了《将进酒》《木兰

辞》《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

据介绍，这是为庆祝“孔子学院日”

而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参赛选手分别

来自蒙古国贺西格中学、旅蒙华侨蒙中

友谊学校、普通话中学等 8所学校。

最终，蒙古国普通话中学的十年级

学生乌仁图雅因朗诵李白的《将进酒》

表现出色而获得冠军。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兼

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薇、蒙古

国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朱军利等为

获奖选手颁奖。 （苏力雅）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院开设
网课方便学生在线学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

展，汉语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以

西班牙为例，全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就超

过了 5万人，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而

近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开设了

直播网课，为学生开通了在线学习的平

台。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 (下称

“巴塞孔院”) 推出了网络学习平台，该

平台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线上实时直播

功能，可以随时和教师“零距离”、“面对

面”地进行汉语学习，十分方便快捷。除

此之外，每次上课的视频将会保存在平

台中，课后学生可以多次反复观看，并

且结合平台中大量的资源进行自主学

习。

作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的一所

孔子学院，巴塞孔院具备加泰大区最优

秀的教师团队以及最优良的办学条件，

曾多次荣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以及

“全球示范孔子学院“称号。在教学模

式上，巴塞孔院也一直走在开拓和创

新的前沿，此次开通线上平台也是一

项创新之举，大大方便了该地区汉语

学习者。

(孙唯然)

由印尼玛拉拿达基

督教大学孔子学院、印

尼西爪哇省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联合主办的“金

声杯”中文歌曲演唱比

赛，11 月 16 日在位于

万隆市的玛拉拿达基督

教大学举行。

印尼华文教育协调

机构主席刘一江、中国

中铁印尼雅万高铁项

目经理部总经理张伟、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

副校长 Robby、玛拉拿

达基督教大学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王军及外

方院长陈丽雅等和当

地民众共 200 余人观

看了比赛。

此次比赛共分为合

唱组、大学及成人组、中

学组及小学组四组，分

为初赛和决赛两场。选

手们在比赛中“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演唱的

曲目丰富多彩，有时下

流行歌曲《芒种》、《小幸

运》、《好想你》、《她》，也

有经典歌曲《月亮代表

我的心》、《朋友》、《一条

大河波浪宽》、《童话》

等。

歌声里饱含着中华

情、饱含对中国的热爱、

对中华文化的喜爱。

（林永传）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报道，当地时间 11月 16 日，

“中华之韵”歌唱会在马来西

亚霹雳州爱大华古田会馆盛

大举行。其中一项大合唱是

超过 200 名来自曼绒县几所

华小的华中师生大合唱，创

下了当地有史来最多人合唱

的纪录。歌唱会由曼绒华校

教师会主办，南华校友会、中

正校友会及国民校友会等协

办。

另外还有由曼绒区内督

学、校长及老师组成的教师

合唱团共 32名团员，也为了

晚会第一次献唱，并且也与

3 所中小学的合唱团一齐呈

献大合唱。晚会吸引近千人

出席观赏。

大会主席冯国强称，本

次 7个团体联合筹办此次大

型文化活动，主要目的为了

提升华社的文化素养。曼绒

教师会合唱团、南华华中合

唱团、中正华小合唱团和国

民华小合唱团等参与演唱。

他表示，为了今晚的演出，师

生们已筹备了逾 3 个月的时

间，而主办活动的另一目的

也是为了筹募活动基金，以

协助训练区内的所有华小、

独中及华中的老师成立合唱

团。

参与演出的歌手和合唱

团呈献了多首经典和耳熟能

详的歌曲，欢众反响热烈。

印尼高校赛中文歌曲
用歌声表达中华情

“中华之韵”歌唱会大马霹雳举办
师生合唱创记录

据巴西南美侨报网报道，

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巴西德

馨双语学校十周年校庆暨毕

业典礼在圣保罗客家中心举

行，各侨团侨领及家长一千多

人出席当天活动。

德馨双语学校校长魏万

古在致词中表示，德馨双语学

校创办十年以来，筚路蓝缕，

砥砺耕耘，始终秉承“传承中

华文化，塑造德馨人才”为宗

旨，以“树人德馨止于至善”为

校训，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德

艺双馨的学生。十年之教，桃李

天下，春风化雨，润泽青史。

魏万古特别感谢德馨全

体老师的辛勤耕耘，为中华文

化在海外传播呕心沥血的奉

献。该学校的成长过程中，还

得到了驻圣保罗总领馆的大

力支持，陈佩洁总领事、孙仁

安副总领事等亲临学校参观

指导。他还感谢华人协会、各

社团给予德馨一路鼓励和支

持。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

侨处主任李鹏宇致词，对德馨

双语学校从十年前一间 15 平

方米的教室，发展到今天具有

相当规模的双语学校表示热

烈祝贺。他赞扬了德馨学校老

师们在教书育人方面所做出

的贡献，以及取得的累累硕

果。他表示，总领馆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和支持海外华文教

育事业。

当天，庆祝仪式上举行了

毕业典礼。60 多位头戴博士

帽的幼儿学员接受了毕业证

书。学生代表向老师们敬献鲜

花。当天的庆祝仪式上，德馨

学校的学生与儿童们还表演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袁一平)

10 月 31日至 11月 2日，

在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十周年之际，福建师

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外国

留学生们开展“追寻妈祖足迹

了解文化信仰”语言实践活

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34 名外国留学生共同参加第

四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与来

自世界五大洲 42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国际组织的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

各界人士共 800 余人一起，

感受历千年而愈兴的妈祖文

化，体味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的魅力。

通过实地考察湄洲妈祖

祖庙建筑群的全貌、观看非遗

文化展示、欣赏“湄洲女发髻”

技艺表演赛等，留学生们感知

妈祖文化的内涵，了解妈祖文

明的开端与发展。

来自越南的留学生段玉

石表示，“这次活动是一次珍

贵的体验。我的硕士论文主题

正是妈祖文化，三年后故地重

游再来到湄洲岛，这里的一切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变的

是我对于妈祖文化充沛生命

力的赞叹与敬佩。”

来自俄罗斯的达丽亚表

示，“这次活动使我们对于妈

祖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我觉得妈祖很亲切，妈祖作

为‘海上和平女神’，有着很

大的影响力，回国后我也会

向我教授的学生介绍妈祖文

化，促进中俄文化的友好交

流。”

（涂怡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