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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报道，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
教育大学 24 名华裔教师被委派至华小教
导非专业科系。这 24名教师所修的专业科
目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科学及英
文。他们将在各自的领域为学生传道授业
解惑，为华文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千桃李；十年
树木，十载风，十万栋梁。这也许是对教
师这一职业的最好诠释。作为不同文化间
的使者，华裔教师在践行“为师之道”和
在中外沟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搭桥梁，促交流

不同国度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需要有
人去铺路架桥，需要长期默默耕耘。身居
海外的华裔教师，不仅可以汲取西方文化
中的精华，还能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
品更有效地传送到世界各地，为实现双向
的沟通搭建桥梁。

身在海外的赵鸯琴有一腔深挚的情
怀，也有一种坚定的自信，一份坚韧的执
著。1975年出生于西班牙的赵鸯琴是第二
代华裔。随着接触的当地华人与西班牙人
越来越多，她意识到一个问题：“大部分华
人新移民都听不懂西班牙语，同时，越来越
多的西班人想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

2007年后，西班牙兴起一股中文热潮，
赵鸯琴的中文学校成为当地市政府唯一认可
的中文学校。2013年，西班牙尼豪中文学校与
北京市一所中学正式达成友好学校国际间交
流，双方每年都会派师生互访学习。

“这种双向交流，实则是要让西班牙
人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将中国
学生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种子撒向西班
牙。”赵鸯琴满怀憧憬地说。

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既要珍惜自己文

化的羽毛，也要尊重别国的文化。为实现
双向的沟通，很多华裔教师“衣带渐宽终
不悔”，常年致力于此。

传于学，引其路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要记

住，你不仅是教课的教师，也是学生的教
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一
大批华裔教师将这段话奉为圭臬。

获得今年普林斯顿大学杰出教师奖的
华裔教师李董莉莉就秉持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教育理念，竭诚服务学校和社区，这
让她非常受欢迎。她说：“我不仅传播知识，
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学习以外的问
题，我都会解决。我认为，教师不要用书本
教学，要用心来教学。”

以心传心，付出终有回报。李董莉莉
说，学生毕业后还不断和她联系。看到自
己的学生取得的成就，她非常自豪。学生
们不仅仅把她当做老师，还当做了他们前
进道路上的引路人。有的美国学生选择中
文为专业，现在在中国工作，并且晋升中
层的位置。

若想成功履行“传道、授业、解惑”
的职责，还必须要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发乎心，践于行

不论是孔子讲的“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还是陶行之说的“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都入木三分地阐释
了为人师表的含义。

“我负责接待中国的学生，而我的丈
夫就负责把中国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情况
发到他们父母的微信里，让他们的父母放
心。”赵鸯琴坦言，自己与丈夫都是诚心
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在中国学习的西
班牙孩子，还是来西班牙交流的中国孩
子，“我都尽量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吉隆坡十五碑圣德华小的副校长卓莉
灵是该学校服务最久的教职人员，她记得
学校每名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个学生的背
景，也常常关心他们的近况。她甚至愿意
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回校帮忙，不计较回报
或该工作是否是自己的义务。

卓莉灵还记得往日与学校及学生经历
过的故事，包括吉隆坡尚未建设精明隧道
时，该校每逢雨季必会发生水灾，她则必
须忙着疏散学生。

“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
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
命运。”教师的言行、学识、情趣等都是
为人师表的载体。很多华裔教师身体力
行，感染着身边的学生。

7 月 10 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播贝克尔在节目
中发表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性言论。一石激起千层
浪，此事引起了美国亚裔政治领袖和华人社团的强烈
不满。7 月 19 日，美国南加州侨团代表数十人来到洛
杉矶福克斯电视台，向他们提交抗议信。贝克尔虽然
随后在节目中“道歉”，但其强硬的言辞却让人根本感
觉不到任何诚意。

辱华言论绝非个案。
去年10月13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基梅尔

深夜脱口秀的“儿童圆桌会议”环节中，一名儿童说
“要杀光中国人”。主持人基梅尔不仅没有反驳此观
点，反而进行调侃。这一言论在华人社会中引起轩然
大波。共有26个城市举行华人抗议游行，1.5万人在白
宫网站上请愿删除这一节目环节。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
中国的崛起却是对其建立起来的传统国际秩序的挑
战。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媒体不断鼓吹“中国
威胁论”，并在各个方面丑化中国。从政界到民间，一
种微妙的敌对心态油然而生。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
华人华裔群体缺乏了解，西方媒体经常对一些涉华事
件进行歪曲报道，导致舆论氛围对华人不利。

公众人物在镜头面前“前赴后继”地胡言乱语，
不免有博取曝光率和关注度的嫌疑。但他们通过抹黑
中国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却是选错了对象，为华人所
不齿。

但是，华人自身的行为也有一定问题。例如，一
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在五彩斑斓的骰子面前，迷失了自
我，甚至变成了专业的赌客。在外媒的报道中，海外
华人好赌似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又或者，在海
外旅游时插队砍价、“不拘小节”，这些都是容易被人
抓住甚至无限放大的把柄。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和华人自
身的不断进步，那些大规模、有组织的辱华行为已经
成为历史，现在这些刺激国人神经的辱华言论也已经
变成少数的个案。面对一些博“出位”的公众人物，
有时越是大规模的抗议越是正中他们的下怀。理性的

“冷”处理有时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然而“冷”处理，不是坐视不管。
在面对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表达愤怒只能算是

“扬汤止沸”之举，而静下心来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华
人在美国社会的话语权才是高明的办法。

纵观美国历史，黑人地位的提高与其在政治上不
断争取权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鲍威尔到赖斯到
奥巴马，无不大大提升了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存在感。
只有积极引领华人参与美国政治，让华人走出唐人
街，才能让辱华言行没有土壤。

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在美
国政坛崭露头角。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华人议员、华人
政治家的出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再想发表辱华言
论，就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了。

对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华裔青少年 （American –Born Chinese，简称ABC） 来说，中华文
化既神秘又陌生。ABC们自嘲为“香蕉人”，即虽然有中国人的黄皮肤外表，内在却是地地
道道的美国白人。现在，寻求文化认同的渴望，使许多“香蕉人”开始学起中文来。大学里
开设中文班，成员最多的就是“香蕉人”。 来源：中新网

据报道，近日在意大利罗马华人区，有一名十五
六岁的华人小姑娘利用暑假时间帮父母打理起了中餐
馆。在谈及为何不在假期出去玩时，小姑娘表示，我
们温州人家里的孩子都一样，从小就开始帮父母做
事，而且在餐馆帮忙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让父
母有时间休息一下，平时他们周末都难得有时间休息。

华人子女暑假忙

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对于孩子们来说，听到
“暑假”这个词都会异常兴奋，因为既不用每天上课面
对老师，也不用放学后应付作业。但事实上，放暑假
并不等于“放开了玩”。

对于一向注重教育的华人父母而言，不少父母会
让孩子在假期报一个补习班。华裔学生家长姚先生的
孩子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再过两年就要考大学了。
史岱文森高中位于美国纽约市，是一所以科学及数学
见长的精英学校，能考到这里的孩子也都是公认的好
学生。但姚先生还是表示，即使孩子平时成绩不错，
也应该利用假期补习一下写作技巧。

当然，也有一些华人子女会利用假期出去走一走。
据报道，美籍华人珍娜就和其他几名美国大学生利用暑
假时间来到中国做志愿者，在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教
起了英语。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珍娜11岁时被美国人领
养，她表示，她大学时学的就是中文，因为她身上流着中
国人的血，以后也一定要回到中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华人子女会约上小伙伴参加

骑马、射击等体育活动，也有人选择在假期回国探
亲、参加夏令营或者打工等。

为“充电”也为“锻炼”

华人子女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不论是选择补习
还是实践，都能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阅历。

对于那些在假期“充电”的孩子来说，多学一点
东西不仅可以扩大知识储备，还有助于今后选择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向。住在美国的杨女士表示，女儿今年
上 11 年级，她在暑假为女儿报了计算机类的课程培
训班。在杨女士看来，参加培训班不仅可以培养女儿
在 IT 方面的兴趣，也可以帮助她在日后读大学时更
理性地选择专业。此外，还有一些华人家长会利用暑
假将孩子送回中国学习中文。这些家长认为，此举既
可以促进孩子与亲戚的融洽关系，又可以让孩子多了
解中国的生活。

而对于那些在暑假打工或者参加社会实践的孩子
来说，提早接触社会不仅可以让他们尽早知道父母赚
钱的不易，也能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据 《侨
报》近日报道，华裔林同学计划在7月底暑期课程结束
后直接到亲戚的餐馆打工。他表示，很多来自新移民
家庭的同学会为了减少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假期寻找
打工的机会。而出生在乌克兰的裴雨桐则在暑假来到
英国，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夏令营的负责人称，
参加夏令营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中与人相处。

劳逸结合助成长

利用暑假多学一些知识，多见一点世面
固然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但家长们也切
不可抓得太紧，不给孩子丝毫玩耍的时间。
身处海外的华人家长们可以参考其他族裔的
做法，看看他们的孩子是如何享受假期的。

在刚结束不久的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一举夺
冠。其实在德国，足球场遍地都是，每一个社区至少
都有一个足球场。而德国的小孩也经常利用暑假时间
和小伙伴一起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在法国，不少家长
会把旅行和教育联系起来。一些法国家长也会利用暑
假带着孩子来到盛产葡萄酒的西部地区，这样不仅可
以让孩子在酒厂学习做葡萄酒，还能在旅行的过程中
了解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和传统。

暑假是孩子们每年最期待的一段时光，不论是出
门远行、参加实践还是读书“充电”，只有合理利用假
期，方能为成长助力。

在巴西，中医针灸已经不再是一
个陌生的疗法；相反，它因为疗效显
著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接
受。宋南华，一名在首都巴西利亚行
医 20 年的针灸医师，是巴西首位获得
职业医生执照的华人中医针灸师。

宋南华来自中国西南省份云南。
1985 年，他通过一项大学间交流项目
来到巴西戈亚斯州医学院，与当地医
学界交流中医基础理论。当时，巴西
人对中医的了解还很有限，宋南华觉
得自己大有施展的空间，决定留在当
地行医。

在巴西，要想拿到职业医生行医
执照，必须先取得当地医学院学位，
再参加全国职业医生资格考试。1987
年，宋南华向戈亚斯医学院递交申
请，开始了长达8年的学习生涯。对于
一个在两年前还一句葡萄牙语都不会
说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大胆又
冒险的决定。

“ （医学院） 正常的是六年学
制，我因为又要学习又要上班，所以
读了将近 8年。8年后参加医生资格考
试，考了3次，第三次才考上，前后一
共是 9年时间。”宋南华回忆说，当时
与他一同报名学习的 5名外籍学员中，
他是唯一一个坚持读下来拿到学位并
通过职业医生资格考试的，这其中的
艰辛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取得医师执照后，宋南华的职业
生涯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他在巴西利
亚开了自己的针灸诊所，并每周在当
地一家公立医院出诊两次。行医的 20
年里，他亲身感受到针灸在巴西民众
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当

地西医也加入到学习中医的队伍中来。
宋南华说：“一开始他们对中医是一种好奇，特别是巴西

医生，他们对针灸半信半疑，有点不相信，但是又听说有效
果。现在很多巴西医生都在学针灸，他们体会到西方医学在
某些方面已经遇到发展瓶颈，他们想有所突破，所以开始尝
试融合中医的诊断技术，这样他们的思路就开阔了。巴西西
医接受针灸对针灸的普及帮助很大。”

1998年，巴西成立了全国针灸医师协会，并成立了针灸
学院，为有意了解中医针灸的巴西医生提供学习机会。现
在，巴西有121家公立医院和2500家诊所都开设了针灸科室。

华裔教师

践行践行““为师之道为师之道””
孙少峰 褚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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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少年的多彩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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