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据报道，11 月 7 日，2017 年“华文教育·教师研习”
教材教法培训班 （第二期） 在昆明举行开班仪式。该培训
班主要对海外教师进行语文和数学教学教法的综合培训。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希望我们能凭借自己
的微薄之力，为缅甸华文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推动缅甸社
会进步。”11月 7日，前来昆明参加培训的缅甸华文教师
张老柱在发言中说。这也是众多海外华文教师的共同心
声。

与此同时，在福州举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
坛上，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海外华文
学校代表表示，期冀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寻求与中国更
多合作机会，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作为教育部和国侨办“一带一路”援外华文启蒙教育
项目，福建多所学校近年利用海外幼儿教师培训中心、海
外华文启蒙教育研究基地、《华文启蒙教育报》 等平台，
为海外华校培养、培训华文教育师资，提升华文教育国际传
播水平。

近日，厦门又以“嘉庚”之名，设立了面向华侨华人
子弟的奖学金，不仅为希望回到祖 （籍） 国接受教育的学
子提供圆梦机会，也为推广海外华文教育、推动中华文化
在“海丝”沿线国家传播架起桥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
外华文教育事业也逐渐驶入快车道，海外华文学校如“雨
后春笋”般诞生，华侨华人学习华文已形成高潮，还有许

多国家出现了“华文热”。

方针政策助推华文热

进入 21 世纪后，海外华文教育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
发展时期。十多年以来，我们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
和人力，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成绩斐然；海外华侨华人
的华文学校依靠祖 （籍） 国和侨胞的支持，发展也极为迅
速，他们传承中华文化的成绩也是令人瞩目。

菲律宾华教中心主任黄端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菲律宾华校由各地华人社区集资创办，一代代坚持下来，
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对其后裔进行华文教育最重要的场所。
此外，华校多年来开门办学，接纳原住民和其他友族的后
裔也来华校上学，接受华文教育，把华文和中华文化推向
主流社会和其他族群。

旅居西雅图的华人崔依依说，在西雅图开办的华文学
校有孔子学院、华盛顿国际学校、西北中文学校等十多
家。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蒙特梭利学校都开设有华文课程，
很受本土家长和孩子的欢迎。

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祖（籍）国对海外华文
教育的支持和帮助。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此前表示，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将加大对海外华文教育支持力度，推动华
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发展，最终实现在侨胞聚
居地区，有意愿学习华文的华裔青少年有书读、有学上、
有合格教师教。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
段颖认为，一方面国家支持把华文作为第二外语来推向世

界，另外一方面，是在跟各个地方的大学建立华文教育的
合作机制，比如说派遣机制、学位认可制度等。

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咨
询委员张杰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华人来说：“学习
华文，不仅仅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更是为了提
升与祖 （籍） 国沟通和交流能力水平。”

借“一带一路”东风腾飞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世界华文教育发展迎来
了新的历史机遇，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带一路”倡议的
共商、共建、共享策略，可以为海外华文教育建设保驾护航。

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不断
攀升，各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已经有所转变。华文教
育得以更靠近所在国家的主流教育体制，享有政府的教育
资源和发展资助，也为华文课程的开设与教学提供法律保
障。海外华文教育也因此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时代特色。

段颖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华文教育带来了机
遇，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它加强了文化交流和
商业贸易往来，所以对于双语人才的需求就会增大。因
此，华文教育除了传承中华文化、强化当地华人的文化认
同外，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的提高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进，华文教育已经成为构筑世界华人命运共
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

华文教育借“一带一路”东风，肩负以华文教学传承
和发扬中华文化光荣使命，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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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新社中文网报道，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会长廖中莱

近日表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在建设华人小学方面取得突

破，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宣布增建10所华人小学，马来西

亚华人公会将确保在国家制度内，以制度化方式增建华人

小学。

侨 界 关 注

近日，一个阴雨天，华人画家沈嘉蔚 （如图） 的画
室仍有 50多人到访。一面墙上，大型历史人物画 《兄弟
阋于墙》 格外醒目。这些年，沈嘉蔚受官方委托为澳大
利亚多位政要画过肖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澳大
利亚国家肖像馆、澳大利亚国会大厦等机构收藏。

自学成才

1955 年，沈嘉蔚进入浙江嘉兴的一所小学学习。课
堂上，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不可遏制地乱涂乱
画”，课本的空白处，画满了他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的苏
联红军。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教他。但他心
里，早已经打定主意，将来要做一名专业画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沈嘉蔚登上边防部队的瞭望台，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于是就有了他那幅成名之作 《为我
们伟大祖国站岗》。1974年，这幅油画入选庆祝新中国成
立25周年的全国美展，获得好评。

出国作画

然而并没有改变什么，无论所在的单位如何变动，沈嘉
蔚依然画着自己的画，努力让自己达到专业的水准。1989

年，他到了澳大利亚。
“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到国外看看，尤其是作为一

位油画画家。油画的根在西方，能到西方国家看原作，
这是许多中国油画家必须补的一课。”沈嘉蔚说。

口袋里只有45美元，银行里欠着6000澳元，沈嘉蔚
到了悉尼。最初的日子，他在达令港给游人画像，赚取
生活费。别人画一张像用 10 分钟，他要用 1 个小时，是
因为他太认真。他说：“我们在行内很讲究说手不能画坏
了，不能随便画，画得油头滑脑的，画格就上不去了，
无法进一步提升，沦落为画匠。所以，我把每一张画都
作为习作来画。”

画出内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极少数把肖像画视为主流艺术的国
家，1921年诞生了一个肖像画赛事“阿基鲍尔奖”。从1993年
开始，沈嘉蔚就参加这个大赛，是最早入围的华裔画家。

入围阿基鲍尔奖不久，沈嘉蔚得了一个历史画大
奖，但是他发现评论界并未给予太多好评。几番思考，
他意识到，自己的技法很纯熟，但思路需要转变。两种
文化，必定有差异。于是，他潜下心来“恶补”，了解什

么是现代艺术，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并在其后的创作中
加以尝试。事实证明，这条路是成功的。国立肖像馆的
馆长开始找到他请他为一些重要人物画像。至今，澳大
利亚国立肖像艺术馆陈列了他的三张肖像，其中之一是
丹麦王妃玛丽的肖像画。

20年前，沈嘉蔚和同为画家的妻子王兰，搬到“画
家村”潜心作画。沈嘉蔚说：“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来
源，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如果观众看到这些画时，也
能看出他们的故事和历史，这就是人物肖像的意义。”

（据中新社）

悉尼市政府 20 年前在唐人街
安设的大型光纤艺术展品——曾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倒挂的海
碗”，时隔多年终于重归“故里”。

由于当地建筑开发工程的缘
故，这一名为 《天堂》 的拱顶状
彩光艺术作品，连同原悬于唐人
街德信街的部分彩灯穹顶，在
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暂别唐人
街。4 年前，小禧街上的 14 盏极
具东方韵味的建筑外墙彩绘灯笼
重现唐人街，随之这两组彩灯艺
术展品也相继回归“故土”。

悉尼市市长克罗芙·摩尔 8 日
表示，该大型彩灯艺术品的回归
受到本土居民、游客和店铺的欢
迎。

她说：“唐人街是很受悉尼市
民和游客青睐的观光地，那里充
满了勃勃生机。多彩别致的艺术
品能回归本地，让人感到无比欣
慰。《天堂》、德信街彩灯穹顶，
以及沿街彩绘灯笼屏所展现的别
具匠心的设计，为唐人街地区的
街道巷里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
息，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营造了
一片宜人的环境。”

1997 年，悉尼市政府首次把
《天堂》悬挂在德信街与小禧街交
界处，该作品由金属框架和光纤
链条编织而成，位于唐人街最繁
华的地段上空。德信街彩灯穹顶
则为聚碳酸酯彩灯条，贯通整条
德信街之上。

《天堂》 作品中较粗的光纤链
条每小时变换一次颜色，较细的
光纤链条则每 10 分钟就会呈现出
紫、蓝、绿、黄、橘、红等色彩。

与此同时，德信街彩灯穹顶的颜色则以橙色和红
色交替出现在唐人街夜空，两组艺术品在每晚 6点至
午夜绽放绚丽光辉，并在午夜时分同时把唐人街渲染
成喜庆的中国红。

来自悉尼沙利山的建筑设计师兼艺术家彼得·麦
格雷格参与了本次的艺术作品回归工程。他融合中国
古典建筑、神话传说、传统哲学体系等多方元素创造
了这两组作品。他为艺术品的回归而感到欣慰。

他说：“公众艺术旨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难忘且意
义非凡的瞬间和记忆。所有展品都历经了时间的考
验。在这些艺术品初次亮相的年代，还没有社交媒
体，也没有自拍和在线图片分享的平台，而今，所有
艺术品的回归赋予其重生的机会，在完全不同的时代
迎接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关注。”

（据中新社）

新加坡举行国际华人文化周

11 月 8 日，2017 国际华人文化周活动在新加坡
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在开幕活动“亚洲创意产业及
文化贸易论坛”上，来自新加坡、中国、英国、匈
牙利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共聚一堂，
探讨如何推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周期间，还将举办“点亮希望”摄影展，
展示中国摄影师多年来深入中国贫困山区拍摄的儿
童影像作品，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关注贫困地区儿童
的生活状况。 （据新华社电）

欧洲龙泉同乡总会在匈成立

当地时间 11 月 3 日下午，欧洲龙泉同乡总会
（总商会） 成立庆典大会在布达佩斯举行，匈牙利侨
领陈剑担任首届会长。

庆典大会特邀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领事部主任
李克震、浙江省龙泉市委书记王顺发、匈牙利达宝
什市长佐尔丹出席，共同见证欧洲龙泉同乡总会

（总商会） 成立时刻，并参加揭牌仪式。
陈剑表示，欧洲龙泉同乡总会 （总商会） 的成

立是 2000多位旅欧龙泉同乡多年来的愿望，今后将
联合欧洲各国的龙泉兄弟姐妹，一起为所在国的发
展建设作贡献，积极为龙泉和欧洲各国的交往牵线
搭桥。 （据中国侨网）

杨健第三次当选新国会议员

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新西兰第 52 届国会议员于
首都惠灵顿宣誓就职。在经历了“间谍”炒作风波
后，新西兰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议员杨健博士
在会上以中英双语宣誓，第三次成功当选新西兰国
会议员。

据杨健介绍，此次新西兰大选，华人的参与程
度远高于以往历次大选。华人群体是参与度最高的
社群之一。杨健表示，新西兰选民肯定多元文化的
重要性，新西兰华人社区的政治力量亦不可低估。

据悉，杨健自 2011 年开始担任新西兰国家党国
会议员，曾是新西兰第50届和第51届国会议员，担
任过民族社区事务部长代表、教育与科学专门委员
会主席、交通与劳资关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据人民网）

中文学习开放日在冰岛举办

11月 4日，中国驻冰岛使馆举办面向冰岛学习
中文小学生的开放日活动，冰岛北极光孔子学院中
冰双方院长和老师、三家小学师生和家长等近300人
出席活动。

中国驻冰岛大使张卫东大使在活动上致辞。随
后，三所学校的师生分别表演了中文歌曲、中文游
戏、古筝演奏等精彩节目，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
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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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人画家沈嘉蔚：

让观众看出画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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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区

11月7日-8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的中央媒体“走基层·侨乡行”采
访团一行走进广州，聚焦“侨梦苑”建设、海归人才创新创业及侨乡文化。“侨
梦苑”是经国务院侨办批准成立的国家级侨商产业聚集区和海归人才、海外高端
人才聚集区，为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发展提供项目对接、签约落地、创业培训、
政策支持、人才支援、市场开拓、融资保障等高端创新创业平台。

上图为采访团了解广州增城“侨梦苑”情况。左图为媒体团参观博创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张 红摄

图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华裔青少年学习华文。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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