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2月9日 星期一

“我将家族祠堂中古朴的家训翻译成英文，讲给身
边的女儿听，她惊讶地发现这就是爸爸妈妈从小教育
她的方式。”年近九旬的美籍华人科学家钱煦说。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
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美国国
家工程院院士钱煦近日现身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部，与
师生学者们分享自己的学术生涯与生活哲学。

钱煦 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于北京，50 年代赴美深
造，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任教。他再次踏上祖籍国的土地，已经过了近半
个世纪。

世纪之交的故土，令钱煦感到新奇又眷恋。他来到
位于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的钱王祠，寻根拜祖，聆听家训，
参加钱氏宗亲会的祭典，其父钱思亮也被列入名人堂。

“我从家庭教育中受益极多。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
《爸爸，您是完人》。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教，但是，我们做
人做事都以他为榜样。”钱煦说，母亲则十分热忱、外向，
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都受到了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

钱煦坦言，自己是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近年来，他
又多次回到故乡寻根拜祖，并带着自己的家人一道。他
希望后代都能了解、记住祖宗，时刻铭记传承钱氏精神。

令周围人佩服的是，集美国四院院士于一身的钱煦，
不仅是位“跨界奇才”，将生物学、工程学和医学等完美融
合，而且在跨国学术交流中也充当着重要角色，对中国生
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
启德感慨说，自己有很多头衔，但放在心中首位的永
远是“钱先生的学生”。在他心中，钱先生身上不仅融
汇跨学科前沿的学术思想、崇尚科学追求学术的精
神，更有一种中华文化“和合”的包容气质。

“懂得与人合作，为团体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钱
煦幽默地说，“什么功劳与人五五分就没意思了，至少
也要四六分嘛！”

“一朝中国人，永为中国人。”系在他心头的，是
在中国多所高校开设的钱煦班上的莘莘学子。除了专
业知识，他讲到最多的是怎样找寻方向、持之以恒、
乐于给予和诚实守信。

回忆近 90载人生历程，钱煦说，幸运的是，不管
身在何方，他都能适应环境，抓住机会，享受科学探
索带来的乐趣。更幸运的是，现在的他经常回到中
国。他表示，在中国讲学，又“多了一点意味，一点
难以言传的美好意味”。

（来源：中新网）

近日，由云南省侨联主办，保山市侨联、保
山市博物馆、隆阳区侨联和保山南侨机工眷属联
谊会共同承办的“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80
周年保山图片展”，在保山市三馆文化广场举行启
动仪式。该活动旨在弘扬“报国无怨、英雄不
语”的南侨机工爱国主义精神。

上图：启动仪式现场演唱 《南侨机工英雄
赞》等歌曲。

左图：观众参观图片展。
（图片来源：云南省委统战部官网）

美籍华人科学家钱煦：

“千古家训让我受益至今”
李亚南

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开班

日前，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广东省汕头
市“一带一路”科技服务与创新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国
际学院共同承办，经纬集团资助的 2019年“海外华文
教师研习班”在汕头大学开班。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项目主管黄奕介绍，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是中国首个专门服务海外华校、致力于
华文教育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
基金会一直开展华文师资培养、华裔青少年文化传承
和远程培训等工作。

本次研习班活动为期 10 天，将通过汉语课程教
学、文化讲座以及文化考察等多种形式为参会教师提
供培训，提升海外华文教师的汉语教学能力和水平，
让他们实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更好地传播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中国侨网）

“寻根之旅”冬令营在屏南开营

日前，2019 年“寻根之旅”冬令营——福建屏南
营在福建屏南县华侨中学开营，来自马来西亚民都鲁
开智中学的33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领队，在为期12天
的活动中游览屏南的风景名胜，感受屏南的风土人
情，了解屏南的发展成就。

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宁德市
侨联、屏南县侨联承办，屏南县华侨中学协办，是马
来西亚华裔青少年第9次来屏南县开展“寻根之旅”冬
令营活动，旨在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之间的
文化情缘，提高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使
冬令营真正成为寻根之旅、学习之旅、体验之旅、友
谊之旅。

（来源：中国侨网）

太原开展侨法宣传活动

近日，在“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强
化山西省太原市依法维护归侨侨眷权益意识，营造贯
彻 《侨法》 和知侨、爱侨、护侨、懂侨的良好社会氛
围，太原市委统战部、市人大、市政协、市侨联等涉
侨部门联合各城区区委统战部、侨联开展了 2019 年

“侨法宣传活动”。
“侨法宣传活动”在太原市归侨侨眷集聚社区和人

流量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利用展板、电子显示屏等
载体，以举办普法讲座、悬挂宣传横幅及发放资料等
形式，重点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 等涉侨法律开展普法宣传，同时进行侨务政策咨
询及开展相关涉侨公益关爱活动。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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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一所中文学校”

11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住旧金
山湾区圣何塞的杨敏珍认识了沈惠。

当时，杨敏珍和丈夫移民美国近 10
年，在硅谷一家高科技企业担任软件工程
师，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大的叫
袁鼎斋，8岁；小的叫袁泽坤，5岁。

“我们想让孩子学中文，可是去离家最
近的中文学校，开车得近1个小时。自己买
教材回家教，不系统，也没那么多时间。”两
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却说不好中文，这怎
么行？杨敏珍为此发愁了很久。在她身边，
有类似苦恼的华人工程师还有不少。

沈惠那时是湾区另一所中文学校的副
校长。她发现，随着来硅谷工作的华人新
移民人数不断增加，位于硅谷中心的圣何
塞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地。

“许多‘华二代’在这里出生。他们的父
母大多是高科技企业的员工，工作繁忙，有
心却无力顾及孩子的中文教育。”沈惠还记
得，杨敏珍第一次见到她，就热切邀请：“沈
校长，请你来圣何塞开一所中文学校吧！”

家长们整理了圣何塞当地小学的学生
名单，兴奋地告诉沈惠：“这里有60多名华人
孩子呢！”可是，在海外做了10多年中文教育
的沈惠心里明白，这个人数不足以支撑一所
功能完备、有足够质量标准和规模的学校。

但最后，沈惠还是来了。“这里有一
群这么渴望学习中文的孩子。而且，孩子
在一天天长大，时间不等人，他们需要一
所中文学校。”

2009年，经过沈惠和其他几位老师1年
的筹备，启明中文学校在圣何塞正式成立。

“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比对教材，
搜集中文阅读材料，甚至自己动手编写课
后作业。”与沈惠一起“创业”的戴群感慨，
为了让生在海外的“华二代”能够真正学好
中文、爱上中文，老师们动足了脑筋。

除了常规课程之外，老师们还设计了
许多中西合璧的教学活动。“在美国，每

年 4 月的复活节都有捡彩蛋的习俗。在我
们学校，彩蛋变成了一张张写着汉字的卡
片。高年级的学生制作了 5000 多张字卡，
撒在草地上，低年级的学生捡来念给大家
听。”戴群说。

渐渐地，越来越多孩子在这里“捡”
起了中文。

“我刚问儿子，你能说出一个中国成语
吗？他随口就说：‘自相矛盾’。”一位名叫
苏晓玲的华人家长告诉记者，她的儿子龚
家禾今年12岁，在启明中文学校坚持上了7
年周末班。平常，这个“华二代”经常会冷
不丁蹦出几个成语，还能用一口流利的中
文与生活在中国的奶奶、外婆交流。

“用文化敲开孩子的心门”

如今，在启明中文学校，从学前班到
高中 10 年级，一共开设了 41 个中文班。
学校的中文学分可以直接转换成美国公立
及私立高中或大学正式认可的外语学分。

“我们在教好中文的同时，还要用中
国文化敲开孩子的心门。”在学校创办之
初，沈惠作为校长，就有一个坚定的想
法，不仅要建一座教授中文的课堂，还要
打开一扇认识中国的窗户。

为此，学校开设多门介绍中国文化的
课程，举办各类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
动。“学校创办第一年，我们就组织了8场
文化活动。逢年逢节必过已成为学校的传
统。每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不落
下。”沈惠说。

每年暑假，学校都会举办“璀璨中
华”夏令营。在为期两周的夏令营中，老
师们以“走遍中国”为主题，选定一座中
国城市，邀请当地民俗文化传承人来学校
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

有一年，彝族漆器传统技艺传承人吉
伍巫且，从四川大凉山深处的“彝族漆器
之乡”喜德来到硅谷，不仅带来了独具地
方民族特色的各类漆器制品，还带着学生
们一起动手制作彩绘漆器酒杯。

在吉伍巫且的指导下，学生们用细细
的毛笔，蘸上漆树黏液、朱砂、石黄等天
然品制成的颜料，以黑漆为底，以红、黄
二色为髹饰色，在一个个小酒杯上描画出
富有彝族风情的花纹。

“孩子们喜欢极了！有个男孩跟我说，
他要好好保存自己做的小酒杯，等成年时
拿它来品人生中的第一杯酒。孩子们受到
的文化熏陶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今
后的生活。”在学校任教6年的刘蔚说。

这几年，山东潍坊的风筝、四川泸州的
油纸伞、湖北天门的糖塑……学生们在夏
令营中认识了许多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
化瑰宝。老师们还会安排高年级的学生查
找、搜集每座主题城市的饮食特点、建筑风
格、风土人情，设计海报，做文化宣讲。

“每次夏令营结束后，那年的主题城
市都会在学校里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许多孩子参加完夏令营，会主动要求父母
带他们回国，去西安兵马俑、福州土楼等
名胜古迹‘打卡’，更近距离地感受中国
的美丽山河。”沈惠说。

去年夏天，袁鼎斋和袁泽坤就跟父母
回了一趟中国，不仅爬了黄山，还参观了
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孩子们看得很细
致，还思考了许多与建筑历史、建筑文化
有关的问题。从他们的话语间，我能感受
到他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而且
为此骄傲。”杨敏珍说。

“中国与我有关，我很爱中国”

每年，戴群都会给班里的学生布置一
道作文题——《我眼中的中国》。

“最初，很多孩子虽然去过中国，但对中
国依然了解很少，只能想到中餐，甚至不知
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渐渐地，他们学了中
文、了解了中国的地大物博，再去中国，就能
带回不同的感受。他们常在作文里这么写：

‘中国不仅是我爸爸妈妈出生长大的地方，
也与我有关，我很爱中国！’”戴群说。

刘蔚记得，有一次在课上讲到中国人

独立自主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
铁路。她介绍完由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
线路后，问学生：“你们知道，中国现在有哪
些铁路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吗？”“高铁！我
还坐过呢！”好几个去过中国的学生抢着回
答。“在孩子们心里，中国不再是一个与他
们无关的遥远国家。”刘蔚说。

如今，许多启明中文学校的学生渐渐
长大，开始扮演桥梁的角色，向身边更多
的美国朋友介绍中国。

今年已上大二的袁鼎斋就是一名中国
传统文化的忠实“粉丝”。在他上初中那
会儿，启明中文学校成立了舞狮队，请来
一位华人老师傅教孩子们舞狮。袁鼎斋是
最早的队员之一，学得格外用心。每年春
节庆祝活动中，他和同伴们的舞狮表演都
是学校的“保留节目”。

上大学之后，袁鼎斋只要有时间，还是
会回中文学校参与舞狮。他和团队还受邀
去不少美国当地的学校表演，在各族裔交流
多元文化的舞台上展示中国的传统艺术。

从2016年开始，学校还与旧金山州立
大学合作举办了游学活动。大学里的一支
摄制组会定期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启明中
文学校的高中生担任随组中英文翻译。

“孩子们发现，掌握两种语言、兼具两
种文化，可以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行走中美
之间并发挥作用，这让他们很有成就感，也
更自信、更热爱中国文化。”沈惠说，让学生
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是学校的初心。

不知不觉，启明中文学校已在圣何塞扎
根10年，并成为硅谷地区规模最大的中文学
校。从最初五六十名学生，到如今上千名学
生，甚至出现越来越多其他族裔的面孔，沈
惠和老师们都感慨万千。“学校发展至今，离
不开老师们的努力与创新，也离不开家长们
的支持。看着一批批孩子长大，不仅会说中
文，还爱上中国文化，我们非常欣慰。未来
的路还很长，我们会继续尽最大的努力，让
学校长长久久，让中国文化的根脉深深扎进
下一代的心里。”沈惠说。

上图：启明中文学校部分师生在文化活
动后合影。 （照片由戴群提供）

一群华人女性创办硅谷最大规模中文学校——

“为了留住根脉，我们一起创业”
本报记者 严 瑜

一群华人女性创办硅谷最大规模中文学校——

“为了留住根脉，我们一起创业”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美国加州硅谷这片全球闻名的创业
“热土”，许多新一代华人移民来到这里，
追寻梦想。

10年前，有一群华人女性在硅谷开始
一次特别的“创业”。不过，她们不是创办
一家企业，而是开办一所中文学校，为华
人新移民的下一代“留根”。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侨法宣传活动”现场。“侨法宣传活动”现场。

祖籍杭州的台湾钱氏宗亲在临安钱王祠祭祖。
（来源：杭州政协新闻网）

保山纪念南侨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