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生源减缩 现状堪忧

“‘微型华小’现状堪忧，目前正在推行缩
班制，所谓缩班制就是少于 30 个学生的学
校，为节约资源，不同年级需合并到一个班
级上课。”大全 （化名） 是马来西亚砂拉越州
加拿逸县一所华小的华文教师，今年，他所
在的华小共有六个年级31个学生，只因多出
一个学生而暂时避免了被缩班的命运，但未
来不容乐观。

这是 8 年间大全任教的第三所“微型华
小”。他告诉本报，他任教的第一所华小只有
15个学生，其中一年级只有1个学生。

大全任教的华小并非个案。按照马来西
亚教育部的标准，凡学生少于150名的学校归
类为“微型学校”。据统计，在马来西亚“微型
华小”共有600所，占华小总数的46.2%。

华小学生人数分布不均，导致乡村华小
面对“有校无人”的生源困境，而城市华小
则亟待解决学生严重爆满的难题。据报告显
示，在马来西亚现有的 1298所华小当中，位
于乡村的华小就有796所 （61.3%），而位于城
市的华小则有502所 （38.7%）。而全国70%的
华小学生在城市华小就读。

“因为学校资源有限，每年都有 200 多个
学生被拒之门外，我们深感抱歉，但也很无
奈。”马来西亚沙巴亚庇中华小学校长拿督黄
天良担任华小校长38年了。他对本报介绍到，
自己任职的小学有2300多个学生，教师100余
位，是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大华小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马来西亚学生
人数超过2000人的华小29所，超过3000人的
有6所。

10 年，华裔学生减少 11.2 万人，降幅巨
大引发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担忧。

“因为生育率大幅下降，全国华小学生
人数逐年减少是无可避免的趋势。”马来西亚
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会长胡逸山对本报表示，
学生人数下跌，不再只是乡村或偏远地区华
小的问题。城市人口老化、年轻华裔家庭搬
迁到市郊、国际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蓬勃发展
等因素，都给华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华小生源整体减缩、冷热不均的现状
折射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长期面临的
困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钱伟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经费支持的来源不稳、师
资力量的长期匮乏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错位
等都成为以华小为代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
展路上的“拦路虎”。

存续华教 期望殷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形势所
逼，马来西亚新学年的“微型华小”问题也和往
年一样浮出水面，即出现“一个人的华小”、“新
学年零新生”、“华小零华族生，须靠友族学生
延续华校生命”，甚至“家协提供奖励，力保有
学生就读”的窘境。

“微型华小”有校无人，为何还要存续？
“‘微型华小’关键的问题并非‘没人

读’，而是没有‘按需分配’。换言之，就是
华小的分布和华裔人口的分布不相适应。”
钱伟分析到，马来西亚华小“死难复生”是
华社坚持把“微型华小”办下去的重要原
因。

“马来西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华小数目只
能维持不变，要增加一所新华小，就要关闭一所
旧华小。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迁校计划，即将缺乏
生源的‘微型华小’搬迁到华裔聚居区‘重
生’。”钱伟解释到，华小新建申请的获批难度很
大，华小一旦消亡，难以再生。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与华社在“微型华
小”走向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马来西亚政府
发布的《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建
议将微型华小合并，但引起了华社对华小数
量减少的忧虑。

在华社坚持一所华小都不能少的大原则
下，从2000年至今，马来西亚全国共有40多
所微型华小因没有学生来源而搬迁到华裔人
口密集区，不但延续了这些华小的生命，也
造福了当地的莘莘学子。

“如果政府能根据华裔人口比率和需求而
制定健全透明的新建华小和搬迁‘微型华小’
的机制，即制度化兴办华小，华社就不会对关
闭或搬迁微型华小问题产生抗拒。”钱伟表示，

在马来西亚推动制度化兴建华小很难。
“学校是社区的基本设施，人民的基本需

求，政府理应制度化地增建华小，增加政策和
资金的扶持力度，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开放的
教育环境，确保城乡学生都能在社区学校就近
上学。”钱伟建议。

虽面临发展困境，但纵览全局，马来西亚
华小建设仍萌发了一些好势头，迸发了一些新
思路。

马来西亚政府对华小建设的关切力度不
减、温度不降，规划设计与政策落地双向并举。
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教育部
计划拨款2000万令吉，加快推进“10+6”+“10”
共 26 所新建和搬迁华小的工作，预计部分校
舍的兴建工作可于明年完成。

坚持发展 谋求共识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
首屈一指，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
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
育体系的国家。因此，马来西亚华小发展何
去何从成为全世界华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最注重的就是母语教育。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母语，就失去了和祖

（籍） 国、和同胞的一种亲切感。”黄天良表
示，目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和社会基
础深厚，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胡逸山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力
强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
便于在中国寻找更大的商机，马来西亚政府
对华文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这也为新时期
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大全任教的三所学校的生源 90%以上都
是马来族、印度族等友族学生，华裔学生只
占到 10%。而黄天良也表示，沙巴亚庇中华
小学非华裔学生占全校总人数的 48%，这一
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资料显示，
2016年在华文小学就读的马来族学生有7.7万
多人；印度族学生1.3万多人；其他族群的学
生 8000 多人；非华人学生人数接近 10 万人，
大约占学生总数的15%。

“华人在马来西亚多集中聚居在城市里，而
乡村的华人越来越少。但是优秀的华文教育却
是不少非华人族群家长的首选，很多非华人族
裔愿意把孩子送到华小。”胡逸山表示。

“从目前形势来看，华小日益受到非华
人家长的青睐，反映了华文教育的价值在不
断提升。”钱伟认为，华小非华人学生日渐增
加，族群比率差异逐渐缩小，意味着华小需
身兼数职，既要以母语的形式进行华文教
育，也要向非华人以双语的形式进行华语教
学。

面对华小来自其他族裔、非使用华语家庭
的学生占比越来越大的事实，华文教育该如何
发展？这是需要华文教育界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问题。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出现的新变化要
求华社更新观念，在办学思想上要跳出血
缘和族群意识的束缚，把眼光转向该国的
社会现实，即华文教育不仅要为华人社会
服务，更应该为全社会各族群服务。”钱
伟 表 示 ， 只 有 走 开 放 与 包 容 、 适 应 与 融
合 的 道 路 ， 才 能 促 进 族 群 相 互 理 解 和 信
任 ， 进 而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马 来 西 亚 的 华 文
教育问题。

多方共谋马来西亚华小发展
贾平凡 张斐然

近日，据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简称“教总”） 发布的
《2008年至2018年华小学生人数的演变，以及华小建校和迁校的
发展实况》 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马来西亚华文小学 （以下
简称“华小”） 在校生减少了 11.2 万余人，降幅达 17.77%。随
着马来西亚新学年的开启，该国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华文小学
教育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引发热议。

重视华文教育历来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和共识。为了重
振华小生命力，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奔走呼告，关切深远。

侨界关注

近期，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
部工作组在奥维耶多、毕尔巴鄂两地
分别组织现场办公，广受当地侨胞好
评。据《欧洲时报》报道，“提前预约，做
好准备，在西班牙侨胞办理侨领业务
可以只跑一趟”。近年来，面临新形式、
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的海外侨务和领
事保护工作也不断优化升级。

改进服务获点赞
“办事效率更高了！更便利了！”现

任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已旅居西班牙30多年的徐松华对西班
牙领事馆工作方式改进赞不绝口。他
表示，领事馆为侨服务工作有了很大
的改进，为海外侨胞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费用，并让他们感受到祖

（籍）国对海外同胞的关怀和温暖。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王义桅分析道，“一方面，当前
侨务工作主要面向群体是新一代的华
侨华人，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华侨华
人，主要是通过技术、教育、投资而
主动选择移民，这种新身份、新情况
也对侨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
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深化‘放管
服’改革，驻外使领馆在此趋势下相
应地也致力于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
务，努力实现服务的当地化、专业
化、国际化。”

新的形势对领保工作提出新的
要求，使领馆积极作为、勇于创新，越
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正在受益于此。

服务手段更贴心
近日，2018 年版《中国领事保护

和协助指南》电子书上线，从工作生

活 、旅 游 经
商等多方面
给予贴心提
示 ；去 年 上
线 的 12308
微信版在海
外公民咨询
求助方面正
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侨
宝”APP、“侨
之 家 ”微 信
公众号让全
球侨友都可
以加入社区进行零距离互动交流。

在“互联网+”的大潮下，领保工
作也乘势而上，踏上新征程，多个网络
平台、移动终端齐头并进，发布信息，
沟通交流，以人为本，从各方面着手简
化、优化办事流程，尽可能给广大侨胞
提供最便捷、最人性化的服务。

此外，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一直
注重依法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
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 是保障归侨侨眷合
法权益的专门性法律，《出境入境管
理法》、《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

（2016—2020年）》等也对保护华侨
权益的部分内容作出规范。此外，
多个省市先后制定了华侨权益保护
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成
为使领馆规范工作的依凭。

因地制宜是方向
“新侨与老侨相比，在思想观

念上更趋于开放，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度有所降低，其复杂性、多样性
都大大增强，对自身的利益诉求也

更强烈。然而，我们使领馆现有的
人手和配置不足，难以匹配日益增
长的服务需求，在工作机制、法律
规范方面也有不足和漏洞。”王义
桅表示，为切实保障海外华侨华人
的权益，使领馆仍需深入创新服务
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王义桅补充道，“驻外使领馆要
加强与当地的合作，借鉴国外经
验，比如有选择地将服务外包给当
地企业单位，推进服务本土化；也
要进一步完善华侨权益保护相关法
律，制定专门性法律并在实践中有
效落实。”

“希望使领馆在服务过程中能
做到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特殊
情况特殊处理，完善危机处理机
制，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更多切
实的好处。”徐松华从个人经历提
出期待，希望国内的华侨权益保
护法能够同国外相关法律法规衔
接，既能切实有力地保护侨胞的
合法权益，也能引导侨胞适应并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提高风险
意识和法律意识。

领保工作优化在路上
黄云欢

领保工作优化在路上
黄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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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情乡讯侨情乡讯

苏州涉侨调解中心成立

日前，“苏州市侨联涉侨纠纷调解中
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的建设初衷是贯彻
落实中国侨联、省侨联关于开展涉侨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依
法护侨的社会协同联动机制。该中心设在
苏州市侨联机关，下设办公室，负责涉侨
纠纷调解中心的日常联络、组织、协调等
工作。

（来源：中国侨网）

浙江侨务代表团访米兰

近日，以浙江省瑞安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为团长，由瑞安市农办主任、市旅游
局党组书记、市外侨办副主任和高楼镇书
记等组成的瑞安市侨务代表团一行，走访
了米兰华人社区，参观访问了当地多家知
名华商企业，对华商企业所取得的成就表
示赞赏，并欢迎华商积极参加家乡经济建
设，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闽北籍侨领南平寻商机

近日，福建南平市长会见来访闽北籍
侨领——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会长
和肯尼亚福建商会暨同乡会会长、肯尼亚
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一行。市政府秘书
长、市外侨办主任、市侨联主席、市贸促
会会长等陪同会见。

（以上均据中新网）

江苏侨界办书画作品展

日前，由江苏省侨联主办，江苏省侨
联华侨书画院承办的“奋进新时代魅力新
江苏”江苏侨界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书
画作品展在南京图书馆开幕。

本次书画作品展主题鲜明、空间广
阔，侨界特色明显、作品层次较高，共
收到海内外书画作品 225 件，共展出作
品 126 幅,用丰富的艺术作品歌颂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

（来源：江苏省侨联网站）

访问团拉美收集粤侨史料

日前，由《广东华侨史》主编率领的
访问团一行6人，赴巴拿马、古巴两国开
展广东华侨史料收集和抢救工作。

期间，访问团拜访了洪门民治党驻古
巴总部、中华总会馆等社团，走访了哈瓦那
唐人街、华人餐馆、武术学校，赴古巴中华
总义山收集资料，对部分粤侨代表进行了
口述历史专访。访问团还分别拜访了我驻
巴拿马大使馆和驻古巴大使馆，就有关侨
务工作和华侨史编修工作进行了交流。

（来源：广东侨网）

日前，主题为“我们的牛车水，我们的中
秋节”中秋庆祝活动在新加坡牛车水举行。

首首动人老歌，绚烂璀璨的南洋风灯饰，
加上三五老友相伴。新加坡民众在怀旧街景中
感受“红头巾”及“人力车夫”当年下南洋打
拼的生活百态，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牛车水，与亲友共度温馨的中秋节。

不管是传统纸灯笼还是特别设计的大型造

型灯笼，今年的牛车水吹起浓浓怀旧风，带领
公众走入时光隧道，感受往日情怀，度过不一
样的中秋节。

主办方希望借助中秋庆祝活动鼓励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华人的传统与文化，
以及先辈们下南洋后，初到新加坡的生活情
景。

庄耿闻摄

新加坡牛车水花灯庆中秋

图为驻西班牙使馆领事部工作组在现场办公。 资料图片

图为马来西亚一所华小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