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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港澳台侨学生获表彰
2019 年 12 月 28 日晚，华侨

大学 2019 年“星光耀华园”优秀

学子颁奖典礼在陈嘉庚纪念堂

观众厅举行，40 位优秀港澳台

侨学生及留学生获表彰，成为当

晚最闪亮的明星。

据了解，这是学校首次开展

“星光耀华园”优秀学子评选活

动。该评选面向在校全日制本

科港澳台侨学生及留学生，以贯

彻落实“专项行动计划”，推进港

澳台侨学生及留学生人才培养工

作，选树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

自今年 11 月评选活动启动

以来，各学院共推选在学习科

研、社团工作、文化体育、公益实

践等方面的优秀学生 87 名。经

过材料评分推荐、现场答辩两轮

评审，最终评选出“学习之星”

“社团之星”“文艺之星”“公益之

星”各 10 人。其中，4人获“华园

之星”荣誉称号

当晚，40 位优秀学子在师

长、同学、亲人的见证下，走上舞

台接受颁奖与祝福。陈嘉庚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何福龙，华侨大学

副校长王秀勇、王丽霞，校长助

理张云波出席典礼并为 4 位“华

园之星”颁奖。

“毕业后，我会带着感恩之

心，回到需要我的地方，成为一

名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室内

设计是我用专业美化环境，公益

服务是我用爱心让这个家园更

加美好。”“你可知 Macau 不是

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4 位“华园之星”或用温暖

的故事，或用婉转的歌声，述说

在华园的点点滴滴，表达热爱中

国、热爱华大的心声。

“在四季的华园天空，分明

点缀着熠熠星光。那便是，为青

春奋进之你我……”典礼的最

后，40 名学子共同朗诵诗歌《你

是星光，闪耀华园》，传递担负使

命责任、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

华园“星光”精神。

(刘沛 陈玉琳吕颢轩 汤婧 )

马德里华侨华人

中文学校举办

教师朗诵技巧指导讲座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近日，

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校举办了

“教师朗诵技巧指导讲座”。

主讲老师俞翔毕业于浙广播

音系，曾在中国从事记者、新闻播

音、纪录片配音工作十余年。俞翔

老师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播音基

础课：情、声、气的结合》，他首先

通过电影片段导入，让教师们体

会到，有声语言表达中用“情”的

重要性，并用音频作品《与妻书》

示范了朗诵时“语言真实，感而不

入”特点。

随后主讲教师又从播音员的

发声要求、发声特点、念稿时的要

求三个方面为大家阐述了“声”的

运用，并教给大家“提、打、挺、松”

的方法帮助控制发声器官肌肉。

在场的老师们积极参与短文

诵读等练习。最后俞翔老师在介

绍“声音发出路线”时。向教师们

分享了他的配音作品，讲座期间

配合朗诵范读和教师诵读练习等

环节，生动有趣地将技巧传达给

教师们，老师们也深切体会到

“情、声、气”在朗诵中的重要性。

柬埔寨端华学校

携手柬埔寨人才网

举办校园招聘会
据柬埔寨《柬华日报》报道，当

地时间 2019 年 12 月 25 日，由柬埔

寨人才网主办、柬埔寨端华学校协

办的“端华学校校园招聘会”在学

校礼堂隆重举行，8 家院校的中文

系毕业生到场参加，多位嘉宾出席

开幕式。

校长杨金义在致辞时表示，

感谢主办方举办此次校园招聘

会，让更多毕业生能够和企业近

距离交流，同时向长期以来辛勤

耕耘培训人才的老师们表示衷心

感谢。

端华学校由柬埔寨潮州会馆

创办，历史悠久，分为正校和分校，

开设 265 个班，教职员工 300 多名，

在校学生 1.6 万人。端华学校还开

设有补习班和夜校，合计 2500 名

学生。

“端华学校致力于给社会输送

中柬双语人才。希望端华毕业的学

生们在走出校园，奔赴就业岗位

时，牢记校训，发扬奋斗进取的精

神，创造业绩，走好人生的每一

步。”杨金义表示。

柬埔寨人才网负责人介绍说，

举办此次“端华学校校园招聘会”

是为提高在柬华校毕业生就业质

量，实现优质就业，解决困扰学生

的就业难题，实现高校与企业的良

性互动，形成实习、就业的紧密联

系。

本届“端华学校校园招聘会”

吸引了众多柬埔寨和中国的知名

企业，共有 40 多家企业参加，招聘

超过 500 个工作岗位。职位上，毕

业生可选择翻译、助理、文员、出纳

会计、人事专员、项目经理、工程管

理、业务销售、中高层管理等多种

岗位。 (子兴)

日前，2019 年“中国

寻根之旅”冬令营海南

三亚营开营仪式在三亚

华侨学校举行，来自新

西兰的 40 名华裔青少

年开启为期 10 天的寻

根之旅。

活动期间，营员们

探访三亚、保亭、琼海等

地，学习中国历史、诗

词、书法、绘画、太极拳、

古筝等课程，参观考察

槟榔谷、中廖村、天涯海

角、南海博物馆等地，领

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感受海南人文风貌。

海南省侨联副主席

苏燕表示，“寻根之旅”

活动为海外华裔青少

年感悟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了解当代中国，

增进祖(籍)国认同提供

了平台。她勉励营员们

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

交流机会，学有所思，

思有所获。

新西兰奥克兰国

际艺文学院的张皑冬

老师作为领队代表发

言称，这是一次有着深

远意义的活动。营员们

将学习中国知识，深入

了解中华文化，让这次

活动成为今后美好的

回忆。

(张钜铮）

缅甸曼德勒新世纪国际
中文学校举行 2019 主题年会

2019 年 12 月 28 日，缅甸新世纪国际教

育(CPEC)曼德勒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举行了

“感恩有你，笃行致远”2019主题年会。

据悉，本次年会活动分家长学校教育讲

座、家长会、文艺表演、教学成果展、学生自创

作品展和书画展五大板块。

自创作品是学生自己设计创作的作品，

他们用纸板、竹筷、牙签、塑胶制品、竹板、彩

灯、沙石、水泥等废旧材料，创作出房屋、桥

梁、水车、水利发电站、摩天轮、机器人、坦克、

铁塔、游泳馆以及诺曼底登陆的沙盘等两百

多件作品，构思和设计别出心裁，颇富创意，

展现了学生创新的思维能力和灵巧的动手能

力。

书画作品有素描、水彩画、水粉画，有人

物画、山水画、卡通画、创意画，书法有毛笔、

硬笔的篆书、隶书、草书和楷书。笔画之间，折

射出华裔学子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传承。

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校长张继向家长们

汇报了 2019 年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 2020

年的办学目标，希望与家长朋友们一道，齐心

协力，务实守道，笃行致远。

之后的国学展示环节，从幼稚园到高中，学

生们展示了国学经典的诵读情况，内容涵盖《三

字经》《昔时贤文》《唐诗》《宋词》，孩子们出口成

诵，声音洪亮，整齐有力，充分展现了优秀文化

的魅力和团队精神面貌，赢得了阵阵掌声。

(陈滔)

当地时间 2019 年

12 月 21 日晚，巴塞罗

那孔子文化学校举行

庆圣诞暨迎新年晚会，

五个校区的教师、学

生，当地球迷俱乐部代

表，中华文化大乐园巴

塞罗那营代表等出席

本次晚会。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

学校校长麻卓民致辞，

他表示，2019 年是巴塞

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创办

十五周年。这些年，孔子

文化学校取得了傲人的

成绩，从最初的两三个

班级，几位老师，几十名

学生，如今已经发展到

五个校区，几十个班级，

数十位老师，上千名学

生。这十五年，大家见证

了巴塞罗那华文教育发

展的历史。

麻卓民校长向社会

各界人士对华文教育的

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谢。他相信，在未来巴塞

罗那孔子文化学校一定

会越办越好。

晚会上教师和学生

们进行了精彩的才艺表

演，观众们掌声不断。活

动上还举行了抽奖，幸

运嘉宾获得了当地球迷

俱乐部的官方纪念品。

(孙唯然)

厦门大学举行第七届“中国日”文化节

近日，由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日”文

化节在翔安校区举行，吸引 80

多个国家 1000多名海外留学生

踊跃参与，体验中华优秀文化。

文化荟萃联欢表演异彩纷

呈，高潮不断。来自校区不同

学院、不同国家的同学带来了

自己精心编排的歌舞、话剧、戏

曲和唱歌节目，他们或踏歌而

舞，或庄严起势，伴着

梦幻的灯光和动人的

音乐，共同编织出舞台

上十二个精彩绝伦的

节目。《棍舞龙飞》在

绚烂烟花中绽放双节

棍武术之美，中外同

学演绎的杨氏和陈氏

太极拳动中有静，刚

柔相济。“非洲阿黛

尔”Sheba 的《In love》，

舒缓婉转、触人心。英

国同学王劭侯的 B

Box 和歌剧唱段独特

别致、惊艳四座。各国文化璀

璨盛放的夺目光彩，赢得全

场老师和同学掌声和喝彩。

在文化体验活动区，凝结

着中国人平安祈福的中国结

绳、行云流水的中国传统书画、

童趣无穷的中国传统游戏、余

音绕梁的中国传统乐器、飘逸

婉约的中国传统服饰、精巧灵

动的中国剪纸、优雅明净的中

国茶文化，每个体验区的互动

活动都吸引着众多师生驻足

观赏体验。

已经连续举办七个年头

的“中国日”文化节，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

化融入了精彩节目及活动体

验，使得中外师生能够在盛

宴中同享中华文化的美妙。

通过亲身体验，加深了对中

华文化的了解与感悟，有利

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魏荣臻李梓晖）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教师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