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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6日，日中文化艺术学院开校
仪式在日本和歌山桥本市柏原校区举行。60
多位来自日本关西侨界、文化界、教育界、
商界知名人士和桥本市政府、和歌山县议
会、桥本市教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韩国商界精英等中日韩各界人士出席了当天
的活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李天然出席了开
校仪式。

日中文化艺术学院所在的新校区，是和
歌山县桥本市柏原西部中学校闲置空校。柏
原西部中学校成为闲置空校后，为了振兴地
域经济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繁荣，有着良好
办学业绩和实力的日中文化艺术学院在众多
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和歌山县桥本市柏
原西部中学校的资源再利用者，接管了有着
优良教学设施和资源的闲置校区。

自从3月6日正式接管柏原校区以来，日
中文化艺术学院仅用3个月时间，将一座沉寂
许久的校园恢复往日的活力。开校仪式所使
用的场馆就是该校区的附属设施体育馆，宽
敞的空间足足可以容纳上千人。

目前，日中文化艺术学院正在为 2019 年
秋季的首次招生做着紧锣密鼓的筹备，首开
专业为文化旅游，预计正式开学时间为 2020
年 4 月，与 7 月开幕的东京奥运会遥相呼
应。据了解，现在该校区已经开始作为日中
文化中心投入使用，成为该校留学生体验日
本文化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场所。

和歌山桥本市距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
开山圣地、世界遗产高野山仅半个小时车
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
是自古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的圣地。日中文化
艺术学院的创办者张永胜先生早年痴迷佛教

文化，为研究空海大师数十次登临高野山，与这里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说，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就像使命一样，时刻激励
着自己要用一生去努力。日中文化艺术学院在这里迈出了第
一步，今后将为世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也期待社会各界的
关注与支持。

桥本市紧邻繁华的大阪，风光秀美，交通便利，日中文化艺
术学院将依托国际文化、旅游交流、长短期留学生研修等资源优
势，将和歌山世界文化遗产、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等通过各种交
流活动宣传推介出去，促进和歌山旅游和经济事业的发展。

日中文化艺术学院也是当地日本民众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的最佳场所，通过两国民间的不断交流，让更多人了解这座
与中国有着悠久文化交流历史的著名世界遗产高野山，以及
山清水秀的美丽小城桥本市，让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来源：中国侨网）

找寻传统之根

走进人民大会堂，满眼看到的都是青春洋溢的少年。
3000多名华裔和港澳台青少年身穿印有“中国寻根之旅”
的黄色T恤，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陆续落座。伴随着《四
海一家》与《月光谣》的演唱，此次“中国寻根之旅”夏
令营北京集结营开营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月光洒满了海面，海浪拍打着思念，那只向着远方的鸿
雁，你是不是要飞回彼岸。

月光温柔了千年，信笺写不完思念，根系深深埋在你那
端，你是华夏儿女的摇篮。

我跨过海洋跨过山川，只为了来见你一面，来看一看
我的心愿，来看看所有故事的原点。”

3000 多名青少年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一首 《月

光谣》，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乡思。
“来看看所有故事的原点”。寻根之旅，让分散在世界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国籍的华裔后代，探寻自己人生之开
端，知道“从何而来”，方晓“走向何方”。

“我知道，源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们才会相聚在
一起。”来自西班牙的裘沂凯在发言中说。他阅读的第一
本中文书是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历史中感知身为华夏
子孙的骄傲；在阅读古典诗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深深地被传统所吸引。这位华裔少年热切期待着这次

“中国寻根之旅”，因为想与其他华裔青少年“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更期待“重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了华夏文明的精华，成为华裔
青少年魂牵梦绕的“中华情”。

开幕式上，京剧梅派传人、13岁的巴特尔为大家演绎
了经典曲目 《梨花颂》，婉转的唱腔、华美的意境让华裔
青少年感受国粹的独特魅力。

“看到13岁的男孩子京剧唱得这么好，孩子们都感到
非常惊奇。”来自法国中法家庭联合会小熊猫中文学校的
领队老师周海林说。她带领的营队主题就是戏曲体验，之
后孩子们还会亲身体验唱京剧、画脸谱等活动。

感知当代中国

本次开营仪式汇聚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寻根”夏令
营，这些华裔青少年有些之前就已经到各个省市“寻根”，
参与形式各样的活动，感知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

“我们想要给孩子们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来
自四川营的领队老师李婷婷说。她所带领的“中国寻根之
旅”四川营日前在成都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等 7个国家的 200多名华裔青少年参观了熊猫基地、武侯
祠、都江堰、乐山大佛等，来自甘孜州理塘县的 16 名贫
困户子女共同参与了这些活动。

“让孩子们参与到精准扶贫的活动中去，是我们今年
夏令营的特色。同时也为大山里的中国孩子打开一扇瞭望
世界的窗口。”李婷婷说，“我们要让华裔青少年看到，中
国既有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也有亟待改进的农村，需要
他们来贡献智慧，贡献力量。”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群华裔少年互相推荐对方接
受采访，“让学霸来，让学霸接受采访”。听到“漂亮的小
姐姐”一词，所有孩子都开心地起哄起来，这些当代中国
年轻人的热词，对他们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

腼腆的男孩子胡银杰，在6岁之后去了西班牙，在体
验了赛龙舟、参观东方明珠塔的活动之后，最让他开心的
便是来到人民大会堂参与这次开营仪式，“整个中国最重
要的人物都在这里开过会”。谈及中国的改变，他说，“以
前好多人闯红灯，现在很少人闯红灯了”。朴素的回答是
孩子们真实的体验。

追寻未来之梦

“今天的中国已经昂首阔步走了70载，一个属于全体
中华儿女的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就呈现在
你我的面前，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是早上八九点钟
的太阳，是海外华社的希望和未来，一定能够担负起推动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对海外华裔青少年提出深切的期盼。

“谁说他们不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呢？”代表领队老师
发言的段波老师说，通过参与夏令营活动，“华裔青少年
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将会有着怎样的交
集。”她相信，这些“散落在海外的遗珠”，也将“绽放出
绚烂的光芒”。

这次开幕式还特别邀请了“中国骄傲”嘉宾，“蛟龙
号”潜航员傅文韬、唐嘉陵来到现场，跟华裔青少年分
享打破世界深潜记录的感人故事，为他们树立人生的榜
样。

2010 年 7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第 6 届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北京集结营开营仪式，并勉励
营员们要牢记：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
女共同的“梦”。

踏上先辈们生活的热土，亲身感受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文化，充分体察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寻根，筑
魂，追梦，未来将垂青这些华裔青少年。

近日，暨南大学 2018 届华文教育专业印尼函授本
科毕业典礼在该校华文学院举行，向128名本科毕业生
授予了学位。85岁的印尼华侨叶敏基名列其中，而他也
是最年长的一位毕业生。

耄耋之年再进修
近日，叶敏基在小孙子的陪同下，从印尼飞往吉隆

坡继而转机来到广州，辗转六七个小时。对于85岁的他
来说，舟车劳顿之苦早被重归故里的激动和学有所成的
兴奋冲散，即便需要靠拐杖走路，也是分外精神挺拔。

在报名暨南大学这个本科课程时，他已是 80 岁高
龄，“虽然，2000年后印尼政府允许大家学华文了，但
在印尼教中文的老师来自中国不同地方，10个老师就有
10 种口音，有的夹杂广府话，有的夹杂闽南语和客家
话，不时闹出笑话。我希望可以通过正规的华语培训，
为教学‘正音’。”

4 年的本科学业，叶敏基用了 5 年时间才完成，过

程充满艰辛。
“我念了一年，就中风了，左半边身子动不了，住

了医院，后来经过治疗和每天坚持步梯，我用一个月时
间恢复身体，回去继续教书和学习。过了两年，又因前
列腺出状况住了院。所以延误了毕业。”他说。尽管叶
老先生回忆得轻描淡写，但这样的坚持确非易事。

尽心尽力教华语
祖籍广东新会良溪村的叶敏基，虽身在异乡，但心

系故里。作为印尼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移民，他仍能
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也会写中文书法。他从高中就开始

“半工半读”，在印尼苏北省棉兰市教中文。高中毕业
后，他回到亚齐省继续执教。

只可惜，在亚齐省的教书生涯仅维持了3年。“1958
年，当时的印尼政府禁止使用华语和开展华语教育，我
就离开学堂了。此后几十年，没得教书，什么都做
过。”也正因如此，叶家的第四代移民——叶敏基的四

个子女，没有一人敢学华语，也没有一人看懂汉字。
遗憾于子女未能学华语，叶敏基在 2000 年重新执

教。“2000 年，政府准许学中文后，我就重新教书了，
我要让更多华人学会自己‘根的语言’。当然，我也不
止教华侨华人，只要他想学，我都教。”

提到教书育人，这位 85 岁的老教师露出了坚定的
眼神。“我的生命虽然处于黄昏阶段了，但我还有能
力，我会继续教下去。只要我还有一点光，就要发一分
热，为华语的传承尽一份力量。”

为文化交流搭桥
令叶敏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除了华侨外，印尼

的其他族裔也渐渐乐于学习华语。参加暨南大学华文学
院华文教育培训班的印尼本地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跟着
他学习中文的学生里也有不少印尼本土人。

叶敏基特别提到，文化传播和交流，唯有双向互动
才谓之“交流”。除了在印尼教授中文、弘扬中华文
化，他期望能回广州教印尼语。

“现在中国有政策，让我们这个年纪的华侨能在这
里住5年，这就解决了临时签证的问题。我希望可以开
一个3个月为一期的印尼语学习班，教会中国学生基本
的印尼日常用语。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和生活，必
须要会说印尼语才能立足，不会印尼语就受人歧视和欺
负。而且，中国人学会了印尼语，也能促进两国文化交
流。”

（来源：《羊城晚报》）

欧洲华文传媒协会开年会

近日，2018欧洲华文传媒协会第13届年会在捷克
首都布拉格开幕。来自欧洲18个国家的40多家华文传
媒60余位代表汇聚布拉格，探讨欧洲华文传媒如何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地发挥优势，推动中欧友好合
作关系深入发展以及如何在新的发展时期加强合作、
形成合力，讲好中国故事。

据悉，1997 年，欧洲华文媒体成立“欧洲华文报
刊协会”，1998 年正式更名为“欧洲华文传媒协会”。
协会成立20多年来，稳步发展，在团结带领欧洲华文
媒体客观报道中国、向欧洲各国民众介绍中国国情民
情、维护侨胞权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欧友好及
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独特作用，取得了可
喜成绩。

（来源：《欧洲时报》）

巴西华人筹备庆祝移民日

日前，巴西华人协会在圣保罗召开中国移民日庆
祝活动筹备会议。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领事室主任
李鹏宇，侨务领事张于成以及圣保罗50多个侨团负责
人出席会议。

巴西华人协会和巴西圣保罗50多个侨团敲定8月12
日在圣保罗举办巴西移民日庆典活动。届时，庆典活动
中将有舞龙舞狮、武术、旗袍秀、舞蹈等丰富多彩的文
艺演出。在移民节活动其间，还将共同举办慈善捐赠活
动，关心巴西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回馈巴西社会。

（来源：中国侨网）

大马华人文化节火炬跑开跑

近日，由马来西亚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办，配合第
35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文化火炬跑，在马来西亚峇六
拜中山小学正式开跑。活动全程62公里，从中山小学
开始，途经双溪赖、湖内、新港、什公司、峇都茅、
公巴、美湖、浮罗新路等，预计耗时5小时。

火炬跑始于 1989 年第 6 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目
的在于鼓励华人自强不息，让中华文化扎根本土，
放眼世界，薪火相传。此次活动主题为“百年传
承，千载文化”，通过接力的方式完成火炬跑，希望
借此提高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让中华文化之火
永远传承。

（来源：中国侨网）

英国华人老兵庆祝建军节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英国华人老兵联谊会近
日在伦敦里根大厅举行文艺晚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1周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侨务参赞卢海田出
席活动，数百名旅英华侨华人与外国友人相聚一堂，
共叙情谊。

这次晚会以“游子心、军旅情”为主题。军旅歌
唱家段真珍及多个华侨华人艺术团体带来包括军旅歌
曲、舞蹈、诗朗诵等表演，现场气氛热烈友好。

退伍老兵杨舒平在晚会结束后表示，“八一”建
军节对老兵来说意义重大，此次活动将海外老兵聚集
起来共庆建军节，让他感受到了对祖国的浓浓归属
感。

（来源：新华网）

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北京开营

踏上先辈故土踏上先辈故土 触摸中国脉动触摸中国脉动
孙少锋 王 晴

侨 界 关 注

7 月 25 日，第九届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北京集结营开营
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 40 个
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3000 余名海外华裔
及港澳台青少年，一起相约北京，寻根
中国。

图为京剧梅派传人巴特尔为华裔青少年表演经典剧目《梨花颂》。 王 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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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侨叶敏基：

让更多华人学会“根的语言”
何裕华 李嘉慧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共同举办的“东方
主战场”展览，25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的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
共展出 55 件历史文物和 140 余幅珍贵历史图
片，展现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历史贡献。

图为展览开幕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摄

“东方主战场”展览
在白俄罗斯开幕

图为来自英国的华裔青少年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王 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