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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里的中文阅读梦

“最初，我们的图书馆就是一个集装
箱。”说起近 20年前在墨尔本创办中文图
书馆的往事，孙浩良眯起笑眼，娓娓道
来。他说的不是一句玩笑话。

2000年，已在当地办了七八年中文学
校的孙浩良意识到，要让“华二代”们学
好中文，阅读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办一个
小型图书馆的念头由此萌芽。然而，因为
条件限制，当时的中文学校是借当地学校
的教室上课。“就像‘游牧民族’，没有固
定场所，可是图书馆没法挪动，怎么
办？”孙浩良没有被这个难题难倒。

“我和当地学校的校长商量，能否在
操场边找一块空地，让我们放一个集装
箱，放置图书。”获得同意后，孙浩良花
了 2000 澳元，买来一个 40 英尺的旧集装
箱，又专门回国采购了一大批适合少儿阅
读的中文读物。“当地华文老师也捐赠了
不少自家的藏书，我们的小图书馆就这么
办起来了”。

聊起图书馆的“集装箱时期”，对孙
浩良而言，当年的诸多不易都化为如今的
一番趣谈。“那时，图书馆由我们的老师
亲自管理。他们从中挑选 20 本适合班里
学生阅读的图书，发给学生，大家交换着
看。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便能看不
少书了。”

2006 年，图书馆迎来“转型升级”。
那年，孙浩良攒够了钱，在火车站附近买
下一栋二层楼房用于藏书，新金山中文图
书馆由此成立。除了教学需要之外，图书
馆也向整个华人社区免费开放。

“我们和国内出版界及本地图书馆都
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在各方支持下，藏
书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孙浩良介绍，目
前这栋总面积达 2000 平方米的图书馆藏
书近 10 万册，其中包括众多珍贵的古
籍、画册和字帖。

“有一次，一名华人学者去墨尔本大
学的东亚图书馆借阅一份中文资料，没有
找到。馆员就建议他来我们的图书馆看
看。那名学者兴冲冲地来，还真在我们这
儿找到了。”这让孙浩良颇为骄傲。看着
自己亲手建起的图书馆，从一个集装箱发
展到如今颇具规模且小有名气，孙浩良的
欣慰溢于言表。

让图书馆真正“活起来”

“当年想办图书馆的初衷很简单，就
是为了解决学生的课外中文阅读需求。”

孙浩良说，一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刚刚
移民澳大利亚的他不会想到，最初只是为
了给自己和朋友的孩子补习中文开设的周
末培训班，之后会发展成澳大利亚规模最
大的中文学校，而推广华文教育、创办海
外中文图书馆则成为他终身的事业。

随着规模和知名度不断扩大，如今的
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功能更加丰富，不仅是
当地华侨华人的“精神粮库”，更成为向
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窗口”。

点击进入图书馆的官方网站，除了详
尽的馆藏信息之外，文化沙龙、京剧欣赏
会、电影欣赏会、书法班、国画班等活动
信息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图书馆的借阅量很大，
尤其到了周末，许多华侨华人都会来这
里，上午读书看报、谈论时事，下午参加
各类文化活动。”孙浩良说。此外，图书
馆还会经常举行展示中国风土人情的各类
展览，吸引许多当地民众慕名前来。

“图书馆要上档次，不仅要靠藏书
量，还要让图书馆真正‘活起来’。”孙浩
良说。为此，去年6月，他在图书馆推动
成立澳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希望以此赋予
这座海外中文图书馆更多“厚度”，也让
它与华人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根据计划，孙浩良和他的同道们将
在 3 年内采访 100 名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
华侨华人，其中既包括对老一代的抢救
性采访，也有对新移民的发掘性采访。

“目前已经采访了 30多人。我们将在征得
被采访人同意后，将采访的录音录像存

放在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丰富馆藏
‘活资料’。”

孙浩良还记得，去年，他们曾采访
了一对 1936 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老
夫妇。“老两口都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
战，经历十分传奇。老人家已 90 多岁高
龄，原计划分3次采访，可是在做最后一
次采访之前，老人已经住进医院，不得
不停止采访。”这让孙浩良深深感受到这
份“留档”工作的紧迫性，必须抓紧时
间留存下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人们观察
华侨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 200年历史提供
一扇新的窗户。

深挖华文教育的“富矿”

6 月，孙浩良回到中国，辗转多个城
市，忙着洽谈合作。说起热爱的事业，他
的脸上总是神采奕奕，让人很难想象他其
实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我始终相信，办海外中文图书馆，
离不开中国这个母体。”孙浩良说，这是
他近 20 年来最深切的心得。当初，图书
馆的藏书增长便与来自中国的大力支持息
息相关。未来，图书馆的长远发展同样离
不开与中国各大图书馆的密切合作。

前些日子，孙浩良在墨尔本组织举办
了首届海外中文图书馆论坛，邀请中国以
及其他国家的多家中文图书馆共同交流探
讨发展之道。“这次回国，我和浙江图书馆
达成合作意向，开展人员交流，相互派遣工

作人员赴对方图书馆进行短期工作，促进
相互学习，这个事情我们很快就会启动。”

不仅如此，新金山中文图书馆还将开
设“浙江之窗”，辟出专栏，用以陈列介
绍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现状的书籍，让
海外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浙江。

“办好海外中文图书馆很有必要，它
可以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方面
发挥独特的作用。”孙浩良说。

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
升，中国文化风靡世界，学习中文、阅读
中文的热潮不断高涨。在孙浩良生活的澳
大利亚，中文已经成为第二大语言。海外
的所见所闻，让孙浩良深感推广中文以及
华文教育的意义之重要、前景之广阔。

“不同于我们这一代当年出国留学、
在外扎根，现在很多‘华二代’、‘华三
代’都选择到中国发展，这已成为一个普
遍现象。”孙浩良笑言，从他的中文学校
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在北京、上海成立校
友会了。“早年的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对
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

谈及将来，孙浩良丝毫没有“退休”
的想法。相反，他已列出不少计划：与中
国企业合作，推广线上中英文教育；完善
网上中文图书馆，令其作用得以更加充分
的发挥……

孙浩良曾这样解释为何给中文学校和
中文图书馆都取名为“新金山”：“因为我
坚信海外华文教育是一座富矿，孩子们的
教育和成长比黄金更珍贵。”而今，他依
然致力于挖掘这座“富矿”，孜孜不倦。

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创办者孙浩良讲述——

集装箱书屋到中文图书馆的蝶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孙浩良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他
自己的卡通漫画：一幅细框眼
镜，一双弯弯的笑眼，身边摞着
两堆书本。这和他的形象以及他
的工作十分相近——一名教育工
作者，同时也是一名与书打交道
的图书馆创办者。

有些特别的是，孙浩良是在
海外办华文学校，也是在海外办

中文图书馆。这可比在国内难多
了。然而，他一做便是 20 多
年，并将此视为自己终身的事
业。如今，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创办的新金山中文学校，已是澳
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而
他创办的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更
成为推广华文教育、传扬中华文
化的生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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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孙浩
良 在 墨 尔 本 新
金 山 中 文 图 书
馆 参 加 京 剧 文
化活动。

左图：孙浩
良(后排左五）和
学 生 们 在 墨 尔
本 新 金 山 中 文
图书馆前合影。

（图片由孙
浩良本人提供）

““龙母诞龙母诞””::

佛山佛山““百龙百龙””闹龙潭闹龙潭

侨 情 乡 讯

上海侨联举办诵读大赛决赛

近日，“‘侨与中国梦’——我和我的祖国”诵读
大赛决赛在上海浦东图书馆约600位侨界观众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经过激烈角逐，上海体育学院绿瓦情朗诵队获得
特等奖；普陀“侨之声”朗诵队和同济大学侨联朗诵
队获得一等奖；黄浦侨之声、东华大学侨联代表队等
获得二等奖；虹口区虹阳诗文诵读社、杨浦区“为霞
满天”朗诵队等获得三等奖。

据介绍，此次“‘侨与中国梦’——我和我的祖
国”诵读大赛是上海市侨联“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
全市13支参赛队伍，用抑扬顿挫的语句诵读，展现出
侨胞对祖国的赤子深情和对党的拳拳爱意，成为上海
侨界对新中国70岁生日的集体礼赞。

此次决赛由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上海市
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协办，上海市浦东新区归国华侨
联合会、上海浦东图书馆承办。

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在津举办

6月 14日至 17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
洽谈会暨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举办。同期，还将举行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
第十九届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等活动。

本届洽谈会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话题，
积极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侨梦苑”侨商产业聚
集区建设，鼓励和引导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和工商
界人士来津创新创业，搭建涉侨经贸科技交易平台。

近年来，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暨世
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华侨华人朋友来
津投资兴业，实现合作共赢。

（均据中国侨网）

近日，著名侨乡广东
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潭村热
闹非凡。上百条龙舟船汇
集在龙母庙前河道，游龙
戏水，庆祝“龙母诞”。
范仲礼摄 （人民视觉）

海外侨领云集昆明谋发展

近日，“侨连五洲·七彩云南”第 17届东盟华商会
暨第一届“一带一路”侨社论坛系列活动之和谐侨社
论坛在昆明召开。来自世界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侨领、
华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华侨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三宝之一，他们守

望相助，公益慈善成为侨社团与生俱来的基因。”中国侨
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何继宁说，菲律宾有著名
的“菲华三宝”：菲华义诊中心、菲华志愿消防队、菲华捐
建农村校舍，都是菲律宾侨胞积极参与支持公益慈善的
成果，他们是住在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
利于提升侨社凝聚力、影响力。

泰国潮州会馆主席黄迨光也对海外侨社发挥的作
用评价颇高。他说，泰国成立了很多华侨华人团体和
组织，发挥了团结侨胞的作用，也造就了“中泰一家
亲”的美名。他说，泰国华侨华人将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积极促进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据悉，此次“侨连五洲”系列活动以华侨华人与
“一带一路”为主题，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
华商、侨胞将参加侨界专家企业家峰会、云南省招商
引资推介等十余项活动。

图为和谐侨社论坛现场。 任 东摄图为和谐侨社论坛现场。 任 东摄

中文教学走向英国基层小区中文教学走向英国基层小区

据欧洲 《星岛日报》 报道，英
国首都伦敦东南远郊的佩茨伍德最
近出现一所英中双语教学幼儿园。
媒体分析，这显示在英国中文教学
的影响已超越华人小区和市中心地
段，开始走向英国的基层小区。

伦敦布隆莱区的巴洛牧师是佩
茨伍德中英双语幼儿园的主要合作
者。他认为该幼儿园令当地的中文
教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让热衷中
国文化和语言学习的当地人和华人
小区，第一次有了让子女在学龄前
学习双语的环境。

佩茨伍德中英双语幼儿园联合创
始人王婧介绍，该幼儿园首期接收20
多位当地儿童，配备 6 位中英文教
师，全日制教学。将在英国首次引入

“把中文当作母语来教”的沉浸式教
育模式，教程设置中英文各占50%。

中英双语学校和最近的双语幼儿

园是中英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个侧
影。随着中英合作交流增加，在英国
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 500 家。中国职
员的子女既需要接受当地的英文教
育，也需要培养牢固的母语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影响
力扩大，中文学习获得越来越多英
国家庭的重视。中文教学目前已经
走 入 英 国 中 小 学 ， 纳 入 中 学 会 考

（GCSE） 和结业考试 （A-Level） 的
考试科目。

英国政府2016年就正式启动中文
培优项目 （MEP），并计划在 2020 年
底前投入 1000 万英镑培养至少 5000
名能用中文交际的年轻学生。

过去曾有调查显示，在英国家长
心目中，中文已成印欧语系之外，最
重要的语言。在英国，学习中文的人
数更有赶超法语和德语的趋势。

（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