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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人数增多
青田中学的巴西籍学生叶鹏鹏最近松了口气。通过

笔试、面试等筛选环节，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冯荣
辉则是通过每年5月进行的“华侨港澳台高招联考”进入
了暨南大学；父母常年在西班牙工作的冯淼淼，经历了
高考后，目前在上海学习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归侨、华侨、华人子女通过参加普通高考、华侨生
联考及高校笔试、面试等方式，纷纷回到祖 （籍） 国怀
抱。青田中学教务处主任林启程表示，近年来，华侨华
人子女报考国内大学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其质量也
在逐渐提高，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等国内高校。事实上，这是华侨华人学生开始选择回
中国读书的一个缩影。据广西招生考试院公布的信息，
2015-2017年，有超过1200名“三侨生”参加高考，2018
年达到419人；广东省侨办公布信息显示，2016、2017年
两年，“三侨生”参加高考的人数近 800名，2018年则达
到了522人。截至2018年6月，华侨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
华侨华人学生达 1178 人，华侨学生多来自朝鲜、日本、
南非、厄瓜多尔等亚非拉国家；华人学生则来源更广，
如菲律宾、老挝、西班牙、澳大利亚等，遍布世界各地。

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
咨询委员张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祖 （籍） 国对华
侨华人有着越来越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他们希望通过
各类考试回到中国读书、发展。

吸引因素多元
“我出生在华人家庭，从小就接触汉语，家里的中华

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每年端午节我们还会保留吃粽子的
传统。”老挝籍华人林英才是暨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一
名大三学生，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的他，被老一辈华侨
爱国之情深深感染：“我爷爷是当地侨领，他一直强调我
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保留中国文化，要知道我们的根在
哪里，不能忘本。”

张杰指出，以前，华侨华人送子女回中国读书是祖
辈、父辈对祖 （籍） 国深深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使
然。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一届政
府的作为使中国在海外形象有了很大的提升。海外华侨
华人认为中国充满了机会。华二代、华三代甚至自己萌
生了回国读书的想法。

来自蒙古国的江宇婕就是其中的一员。“世界这么
大，我想去看看；祖国这么好，我想去发展。”江宇婕坦
言，回中国学习的日子充实且快乐，到今年已是第 6年。
从本科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到研究生的英语笔译，扎
实的学习经历为她未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次获得广东省留学生奖学金、一次获得全国留学
生奖学金的冯荣辉表示，中国教育资源丰富也是促使他
回来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高校教学内容
正逐步同国际接轨。班内50多名同学中，有7、8名华侨
生通过联考留在暨南大学。“巴西教育水平与中国还有一
定差距，私立学校学费也很昂贵，回中国受教育对于我
们来说，是最好选择。” 冯荣辉说。

各方齐心协力
华侨华人学生“考回中国读大学”的意愿强烈，面

对的困难却也不少。
“我们是中国人啊，想回中国读书！”张杰在东南亚

从事华文教育多年，他向本报坦言，许多侨胞向他求
助，迫切地想送孩子回中国读书，却面临着择校困难、
汉语不精通等障碍。

张杰指出，除了清华、北大等大学有较高知名度，
国内其他高校如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在海外华社群体
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很多华侨华人学生最终选择了欧美
国家排名靠后的高校，就是因为不熟悉、不了解中国学
校。

为解决国内外教材内容差距较大的问题，国内高校
也在主动作为。

1984 年，华侨大学与暨南大学两所知名“侨校”针
对海外华侨华人，着手准备两校联考，根据海外教育制
度和教育体系，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考试内容。两所学校
远赴海外进行深入调研，仔细研究当地中学课本，每5年
更新一次考试大纲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海外华侨华人学
生手中。

华侨大学招生处处长洪雪辉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30 年来，“两校联招”卓有成效。学校根据学生入学成
绩，分为本科班和预科班，既能够帮助华侨华人学生更
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同时也能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此
外，学校老师对华侨华人学生评价也很高：接受知识
快，动手能力强，知识储备多元，他们为教育教学注入
了新动力。

“以前，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学生到欧美、澳大利亚读
书居多，如今，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加深，并向国际
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回到中国，国内高校逐渐
得到世界认可。”洪雪辉预估，今年，马来西亚华侨华人
学生录取数量较去年会增加3倍左右。

“未来华侨华人考生回国求学的机遇和环境，会越来
会好。”洪雪辉说。

“我会一直为加州的弱势群体而
战，那些曾经为加州而战的日子，是
我生命中的荣誉时刻。这也将是我在
剩下作为财长工作的每一天，会继续
坚持的。”这是冲刺加州州长的江俊辉
当地时间5日初选惜败后的发言。

作为首位向加州州长之位发起挑
战的华人，以 9%的选票位居第五，他
的成绩可圈可点，但与支持者的期许
显然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联邦层面的选举，备受关注的
国会众议员 39 选区选情焦灼，由于现
任众议员罗伊斯宣布将不再连任，17
名参选人争夺席位。民主党试图拿下
这一席位，让多年被共和党占据的席
位“扭红为蓝”，不过韩裔参选人金映
玉目前以第一的优势进入普选，民主
党参选人西斯内罗斯尾随其后，将在
决选中一较高下。

现任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国会参
议员刘云平则优势胜出，顺利进入普
选。

州层面，加州多个重要公职参选
的华裔都遥遥领先，竞选主计长连任
的余淑婷和竞选江俊辉现任财长职务
的马世云都以大比分优势出线。竞选
连任的北加州众议员邱信福、丁右
立、朱感生、罗达伦以及南加州两位
众议员周本立、陈立德均无悬念胜
出，参选 22 选区州参议员的伍国庆也
首战告捷备战决选。

在社区超过 30 年的律师方孝伟指
出，江俊辉在所有竞选人中，资历和
学历都是最好的，3000 万美元的募款
金额排名第二，准备也算比较充分。

“这么优秀的候选人选到这种结果，第
一是竞选策略不太好，第二是华人不

太团结。”他希望华裔能学习到经验。
方孝伟同时指出华裔投票率不高的现状，在这一

点上方树强有同样的观点。方树强呼吁华裔“居民”
应当尽快转为“华裔选民”，大量华裔或者是持绿卡未
入籍，或者是对政治不太关心，这些都是导致华裔政
治参与度低的原因。

华裔地产商许坚则表示，选举就像比赛，有输有
赢，这次虽然败选，只要华人有再战的勇气，愿意继
续为社区服务，就依然有希望。

（来源：美国中文网）

陆伟光自称“琴痴”，开始使用微信
时，他就写下了这个昵称。已经制作了45
年小提琴的陆伟光，每天除了吃饭、睡
觉，就是和琴打交道。他说，做琴，是一
种享受。这一生，都离不开它了。

2018年春节前，陆伟光参加第二届马
耳他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凭着自己的两
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获
得弦乐四重奏铜奖。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奖
的澳大利亚制琴师。“组委会给我的评价
是，四把琴风格一致，从外表一眼就能看
出是一个家庭。做工很好，技术老道，用
自己的理解去创造乐器，音韵非常协
调。”谈及此，这位华人提琴制作大师语
气中充满了骄傲：“在澳大利亚，能够一
手做出四重奏的人，我敢说不多。”

陆 伟 光 的 家 很 好 找 ， 他 的 门 牌 号

“81”被他制成了提琴和琴弓的模样。
陆伟光是广州人，从小就喜欢做手

工，学校里的桌椅板凳坏了，总是能被他
修好。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木
器厂工作，正好有机会发挥他的长处。因
为喜欢音乐，他开始学习小提琴。老师、
朋友知道他手工好，有时他们的琴坏了，
就请他帮忙修一修。修来修去，他爱上了
做琴，从此一发不可收。

陆伟光表示，做琴要看天赋。从制
模、选材、做侧板、底板、面板，一直到
装配、调音，一共 13 道大工序，总共耗
时 200多小时，才能完成一把小提琴的制
作。在这个过程中，制琴师必须独自掌握
所有技术。

得益于精湛技艺，陆伟光 1990 年移
民澳大利亚。当他开始全心制作提琴时，

他才发现，原料并不易找。他曾经为了找
到一块称心的木头，花了整整 7 年。他
说，澳大利亚的气候不适合白松和枫木，
这类木材必须是在冰天雪地里才长得好。
而且，每棵树的树顶和树桩不一样，树皮
和树心也不一样，这就需要制琴师的经验
和判断。一块木料开出来之后，要看它的
纹理，凭经验确定琴板的薄厚、弯曲度等
等。木料做成琴之后，也有可能继续变
形，所以在做琴的过程中，事先预见到这
些变化，是很重要的。

无论琴做得怎样出神入化，也不能
“养在深闺人未识”，陆伟光想到去国际上
参赛。2012年，他去美国克利夫兰参加国
际小提琴制作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参赛。
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给了他极大的启
发，打开了眼界。“闭门造车，你可能以

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其实那只是你自己
的一点世界。当你看到其他人的琴的时
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琴还有这么多地
方可以改进。”他说。

2014年，陆伟光再一次带着自己制作
的四重奏出国参赛。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刚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下飞机，就
发现大提琴在运输过程中摔裂了。“心疼
啊，但也没办法。”他拿出那把琴，指给
记者看已经修复好的裂痕。离比赛只有一
个晚上的时间，临时修补已经不可能。第
二天，陆伟光硬是用这把破损的大提琴和
其他三把琴一起参加了四重奏的比赛。由
于另外三件作品做工精湛，音色完美，四
重奏还是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

陆伟光说：“我所有的喜与乐，都与琴有
关。有了它，一切都完美。”（来源：中新网）

6月8日上午，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金辉爱心基金”成立暨捐赠仪式
在京举行。

左图为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 （右） 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
联常委、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定强 （左） 颁发捐赠证书。上图为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 （右） 与林定强 （左）
签约。 （来源：中国侨联）

第18届全球促统大会举行
第 18届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于日

前在巴拿马城隆重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万钢出席大会并作主旨讲话。

万钢表示，这次全球大会以“捍卫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主题，顺应历史大势，契合时代要求，彰显了
新时代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筑梦复兴的强烈
愿望和坚定意志，必将广泛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共同
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此次大会由巴拿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来
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五大洲 30多个国家统促会
组织、侨团的代表近800人汇聚一堂，广泛交流、深入
研讨，并通过大会宣言，发出坚决反对“台独”的声
音，表达共襄民族复兴的赤子情怀。

（来源：中新网）

美排华议员命名公园将改名
位于美国旧金山普利西迪欧地区的卡恩公园近日

即将改名。当地时间6月5日，旧金山市议会11位议员
全票赞成，通过了改名决议案，要求康乐及公园委员
会将卡恩从公园名字中移除。

卡恩是 20世纪初代表旧金山选区的国会议员，曾
经推动 《排华法案》 成为永久性的法律，并且经常对
亚裔族群发表歧视性的言论。

市议员余鼎昂在议会中提出提案，要求本地主管
公园事务的康乐及公园委员会将该公园改名。普利西
迪欧选区的市议员斯黛芬妮也表态支持改名，并称自
己已和公园局局长金斯堡进行了沟通。

除了卡恩公园，余鼎昂早前也曾牵头，将另一处
有排华性质的道路费兰街改名。费兰曾担任旧金山市
市长，曾支持《排华法案》。

（来源：中国侨网）

南非警察研讨班赴华学习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设晚

宴，欢送 10名即将赴华的南非警察研讨班成员。他们
于6月4日启程前往四川参观、学习和交流。

出席欢送晚宴的有中国驻南非使馆领事部副主任
谢炎村，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领侨室主任买欣
全、领事矫磊，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以
及中心常务干部成员。此次赴华的南非警察分别来自
豪登省、林波波省、北开普省和姆普马兰加省的警察
厅、警察局、警民合作论坛等部门的官员。

李新铸代表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预祝南非警官
赴华学习、参观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他希望 10名来自
各省市的南非警察官员通过对中国的考察和交流，借
鉴和学习到中国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来有效
应对南非的安全问题，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愿意与
南非警方、警民合作论坛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机
制，并协助警方打击各类针对华人的犯罪。

（来源：中国侨网）

华侨华人子女：考回中国读大学
杨 宁 丁 宁

华侨华人子女：考回中国读大学
杨 宁 丁 宁

“百舸争流千帆进，鱼龙竞跃正逢时。”
刚刚过去的 6 月 7 日和 8 日，是许多家庭的大日

子。陈晶晶一家也不例外。一大早，陈晶晶的父母就送
她来到浙江省青田中学，参加这场意义重大的考试。由
于父母常年在巴西工作，面对专门的陪伴，陈晶晶还有
些不习惯。

在青田中学，和陈晶晶一样作为华侨华人考生参加
今年高考的学生有112人，较2016年增加了1/3。近年
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中华文
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强，“考回中国读大学”
逐渐成为海内外华侨华人子女的新选择。

图为著名侨乡浙江省青田中学的考生们正在备战高考。 （来源：青田中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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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光：“痴”琴一生的旅澳制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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