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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清远联谊大会召开

近日，第五届世界清远联谊大会召开，来自
全球五大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 名清远乡亲
和社团代表赶到广东省清远市参会。第五届世界
清远联谊大会由清远市人民政府主办，清远市公
共外交协会承办，大会主题为“共绘同心圆、筑
梦新清远”。

会上，清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新全介
绍了清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建市三十
年来，清远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生产总值增长
26.4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6 倍，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0.9 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0.9 倍；城
乡面貌日新月异，美丽乡村建设蓬勃开展；全市
改革探索不断深化，呈现出经济发展稳中提质、
民生保障显著增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良好局
面。

侨乡文化研究在邕座谈

第三次“广西侨乡文化研究”座谈会近日在
南宁市广西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广西社会科学
院、广西民族大学、玉林师范学院、桂林旅游学
院、钦州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20余名专家学
者就相关涉侨课题展开深入探讨。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李珍刚在座谈会上表
示，作为独具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办学风格
的高等院校，广西民大正进一步壮大民族学学科
群和东盟学学科群的办学力量。

海口纪念“南侨机工”

近日，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海口市外事侨务
办干部职工和南侨机工眷属在海口滨海公园广场
举行瞻仰南侨机工纪念活动，为“南侨机工”和

“琼崖华侨”雕塑敬献花篮，缅怀先烈。
1939 年，在著名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

多名南洋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分九批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均据中国侨网）

华裔青少年福州“寻根”

2018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
令营近日在福州的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营。
在 21 名来自泰国的华裔青少年中，“提升汉语水
平”成为大部分人参加此次夏令营最期待的收
获。

此次夏令营为期 28 天，分汉语课、文化课、
户外锻炼、文化体验和“阳光下共成长”五大版
块。其中，汉语课为主线，将以趣味汉字、歌谣
与童诗、绘本、趣味写作、硬笔书法、毛笔、舞
台剧、学唱中文歌、看电影学中文等青少年易接
受的形式进行授课。

（据中新社电）

据澳洲新闻网报道，过去 13 年
里，悉尼建筑师何凯文为 30 个不同
的澳大利亚品牌设计了300间奢侈品
店的室内装潢。

他的作品集涵盖了各种风格。
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六间精
品店采用了华美的曲线与新古典主
义风格，以大理石，法国橡木和天
鹅绒为主要材质；在悉尼、墨尔
本、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的七间商
店则采用预制混凝土，闪闪发光的
镜面抛光不锈钢和玻璃打造出未来
主义风格。

2015 年澳大利亚某化妆品品牌
聘请何凯文为天然护肤品牌的新店
设计。如今，人们可以在全球的 50
家该品牌新店中，看到诸如银色石
灰华和橡木等材料打造的新极简主
义风格，该品牌的最终目标是把这
一风格运用到全球所有 279 家门店。

“我们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进行
了大量研究，我们为这些市场量身
定制每一家商店。”何凯文说。

何凯文是一名香港华人移民的
儿子，他父亲是一名机修工和建筑
工人，1969 年来到澳大利亚，出生
在悉尼的何凯文每年至少回香港两
次，包括一年一度回柴湾给祖父扫
墓。何凯文 2003 年毕业于悉尼大
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之后分
别在悉尼建筑公司伍兹贝格和安得
烈·伯吉斯建筑事务所工作。

2005 年，他单飞开了自己的公
司，开始接零售时尚领域的设计
案，当年晚些时候，一名设计师朋

友把他推荐给了高级时装零售商贝琳达·泽佩尔，该公
司正在为悉尼中央商务区的第二家店铺“街角商店”
寻找新的设计理念。

之后，泽佩尔不仅在这家店采用了何凯文的设
计，还请他设计了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另外三
家奢侈品店。泽佩尔的认可让何凯文在业内得到了更
加广泛的瞩目。

何凯文说，这些品牌都野心勃勃，而且敢于冒险
选择与不知名的新设计师合作，而他则能够充分利用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低迷市场。

他欣赏彼得·马里诺和大卫·奇彭菲尔德建筑师设
计所为香奈儿、迪奥、华伦天奴等品牌设计的商店。

“我觉得像纽约这样的地方有非常好的机遇，因为租金
较低，而且有购买需求，消费者渴望获得很棒的零售
体验，他们想去实体店，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能量。”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2018 年第七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盛大开
幕。文昌市市长王晓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昌市
将把航天旅游业与当地的华侨资源相结合，为本地经济
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除了文昌，近年来各地许多侨乡都争相发展旅游
业，促成“百花齐放”的满园春天。

寻找差异 发挥特色
“航天基地建成以后我们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提

起航天科技旅游业，海南省文昌市好圣村村民林春雪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兴地说。

据中新网近日报道，自2016年3月开放发射塔参观以
来，文昌共接待游客30万人次，好圣村2017年农民收入较
去年提高了52%。

“各地侨乡旅游业发展离不开走‘差异化发展’的道
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教授张应龙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差异化，很难保持侨乡
对国内外游客独特的吸引力。

在 2018年旅游工作会议上，侨乡江门提出围绕“醉
美江门100村”工程，推动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南
靖旅游业则以土楼文化为主打，于今年3月吸引了来自泰
国华商的近5亿元投资，建设南靖土楼侨乡茶文化纪念馆
等配套旅游设施。

发展经济 传承文化
提及各侨乡争相发展旅游业的原因，张应龙表示，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旅游需求就会增大。而旅
游业的发展又能推动当地经济的再发展。

据广东信宜市旅游部门称，2018 年春节期间，该市
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旅游收入 4.04 亿元，二者皆创历
史新高。

浙江省青田县县长周和平则表示，2017 年，青田共
有超1000万元的旅游项目18个。

“侨乡还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功能。”张应龙进一步解

释道。
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华侨新三代女孩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赞叹：“家乡有这么美的大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
希望我以后也能到这里来读书。”

海外华裔青少年通过夏令营的方式回到侨乡来，这
对培养海外下一代侨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发挥很大
作用。

有的放矢 持之以恒
今年3月，泰国文化经济交流协会会长、泰国勤和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扬在福建省南靖县投资兴建集酒
店、茶园、农田、养殖、森林公园、户外运动等为一体
的旅游基地，旨在将泰国成熟的服务业模式带回家乡。

“引进国外旅游管理模式进侨乡能否成功很难讲”，
针对目前华侨回乡投资旅游业现状，张应龙认为，投资
人要有足够的从业经验，做到有的放矢，设计符合当前
人们旅游消费心理的产品，并且侨乡要提供良好的投资
环境。

侨乡旅游业虽然前途很光明，但更重要的是要“持
之以恒”。张应龙指出，“以回归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
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形成，都需要持续宣传。只有在人
们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引导大家把侨乡当成‘向往的
景点’去看，才能带来更持续性的发展。”

侨乡旅游业赚钱了
丁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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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裔曾庆昌
在马六甲办作品展

新加坡著名华裔油画家曾庆昌个人作品展近日
在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举行，近百位来自中国、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艺术爱好者出席。

本场画展共展出了曾庆昌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
的作品 47幅，体裁包含了油画、水彩和蜡染等，作
品用色大胆，布局巧妙，十分精彩。

图为曾庆昌 （右） 向马六甲州政府对华商务特
使颜天禄讲解他的创作心得。

新华网记者 王大玮摄

汇通中外 并育德才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

……”1997 年出生的印度尼西亚华裔黎玟
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略显害羞地唱了
一段豫剧《花木兰》，令人直赞“地道”！

祖籍中国广东台山，“华四代”黎玟廷，
是华侨大学华文教育专业大三学生，汉语流
利，能熟练背诵李白的诗歌，还曾学过福建
地方戏——高甲戏。未来，她想回印尼当一
名汉语教师。黎玟廷是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的
受益者。

华文教育是华侨大学的金字招牌。“中
华文化大乐园”、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
班”和“安哥拉政府科技人才班”等一系
列华文教育品牌项目，远播海外。

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在接受本报专访
时说：“华侨大学始终坚持‘面向海外、面向
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务、传播
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58年来为海内外培
养各类优秀人才近20万名，其中近6万名校
友分布在境外各地，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的友好使者。”

华侨大学坚持国际化办学，已与世界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所高校签署了校
际合作协议，并在全球设立 77 个办事或招
生机构，设有全英语授课的国际学院。

中泰战略研究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通过与境外研究机
构合作，开展境外驻地调查研究，为国家决
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智力支持，近年来，华侨
大学已成为华侨华人研究和“一带一路”研
究的重要智库。

因侨而立 以侨而兴
“华大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回溯校史，

徐西鹏校长感概良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欣欣向荣的新中

国，吸引无数满怀爱国热情的华侨青年回国
求学、工作，献身祖国建设。为适应这一形
势，中国政府决定在泉州创办华侨大学。

没有校舍，自己建！没有老师，名校请！
华侨大学的开拓者们，筚路蓝缕，栉风

沐雨。首批华大教师，由国家从北大、清华、
交大等知名高校调遣而来，在地处郊乡的艰
苦环境中，默默耕耘，以丰富的经验、严谨的
教学和一流的科研，小心呵护这所年轻大学
的成长。

徐西鹏说：“第一届入校的 84 名学生，
基本上都来自东南亚国家，他们勤奋好学，
自立自强，圆满地完成学业，为如今学校的
良好校风、学风奠定坚实基础。”

“文革”期间，华侨大学曾一度停办。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复办华侨

大学。华侨大学再次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
怀，迎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1983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
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对华侨大学的办
学宗旨、任务和方针做了具体规定，为华侨
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

华侨大学因侨而立，以侨而兴，以“一校
两生”的特色，立足侨乡，服务社会，面向世
界，育人不辍，英杰辈出。

目前，华侨大学有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和外国在校生4627
名，是中国拥有境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

1960 年—2018 年，弹指一挥间，华侨大
学已经走过 58 年的峥嵘岁月。将近一甲子
的时光，于一个人而言，几乎可以定格一生
的轮廓；于一个学校而言，虽略显短暂，但昭
示着未来蓬勃发展的无限潜力。

2006 年，华侨大学正式启用厦门校区；
2017年，入选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新
时代，华侨大学再次迎来新机遇。

汇聚侨力 服务国家

青瓦白墙，燕尾飞檐，蟹形浮雕。华侨大
学华文学院的嘉庚式建筑雅致俊秀，独具闽
南风味。面朝大海，听涛闻风；见证历史，刻
录当下，拥抱未来。

创办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泉州，承载着千年丝路丰厚的文化底蕴，华
侨大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丝
路故事，传播丝路精神，是华侨大学新时代
的历史使命”，徐西鹏说，华侨大学有信心把
中国故事讲出彩。

——利用华侨大学在海外的知名度，充
分发挥与 100 多所境外高校签订的合作协
议，邀请更多有实力的华侨华人企业联合办
学，提高华文教育国际化、本土化、网络化水
平，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主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
凝聚政、商、学界共识，谋划中国与海丝沿线
国家的合作共赢之路。研究海外华侨华人产
业布局，挖掘侨资侨智资源。

——针对留学生，特别是华裔留学生，
坚持“根·学·爱·梦”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着力培养华裔留学生对祖（籍）国的文化
认同和发展道路认同。

如何适应新时代对侨校发展的新要求？
华侨大学有清晰的思路和规划。徐西鹏说：

“华侨大学将始终坚持‘侨校+名校’的发展
战略，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坚定不移地
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人才强校
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
平，进一步增强为侨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能力，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
智。”

华侨大学，春天里再出发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杨子岩 郑 娜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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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我们走进位于
福建省的华侨大学，从厦门校区，到华
文学院，再到泉州校区——高大的棕榈
树，繁茂的老榕树，婀娜的凤凰树，馥
郁的芒果树……紫荆花、木棉花、灯笼
花、扶桑花、三叶梅……一路的旖旎风
光，满径的醉人花香。

海风轻抚，海浪细细，鸟鸣虫啾，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校园里，东南亚
面孔的学生随处可见。地处风景如画的
东南沿海，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华
侨”命名的大学，“海味儿”无疑是华侨
大学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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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留学生在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贾平凡摄

侨校+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