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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舒暢非常的。很多年前就不禁私下

承諾，每年要盡量爭取機會出席，會見

各地的僑領和老朋友。

當然，數十年後的今天，再不復

年輕矣，每次在大會的活動中，聽到心

儀的僑領或老朋友逝世的消息，既是傷

感，也唏噓不已。

筆者不是第一次造訪薩爾瓦多，跟

往年一樣，認識了新的朋友，特別是來

自別國的，再次會見了老朋友，尤其是

瓜地馬拉已故會長何彥倫先生的夫人，

內心歡欣，實難以言表！另一方面，對

若干人為的因素，而賭氣不出席年會和

參加懇親會活動的老朋友（僑領），卻

又深感憂戚和無奈。

看到負責交通的老朋友張安定，

氣定神閒帶領著一群年青人，愉快、樂

意、熱情、盡責的接送客人，為僑胞安

排交通工具，雖然也有若干次脫了節，

但卻都是人之常情，瑕不掩瑜，令人深

深感動和感謝；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莫啟

明和白德傳，為年會忙出忙入，也深為

敬佩。

明年，第47屆年會暨第40次懇親

會，依傳統輪由瓜地馬拉華僑總會主

辦，會長陳祖建先生已公開邀請大家，

他更直接吩咐筆者，明年務必不得缺

席，在感動和感謝之餘，就以恭敬不如

從命的心意，回答「明年一定在瓜地馬

拉相聚」。（作者為巴拿馬華僑）

速寫兩場有意義的學術論壇
▓紀天行 

本會參加的「海外華僑與辛亥革

命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藉以

討論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推動

海峽兩岸以及海內外的學術交流，由中

國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海外交

流協會主辦，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承辦

之「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2011年8月21日至24日在廣州香格

里拉大酒店舉行。

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

在開幕式上致詞表示，辛亥革命使不同

方言、不同幫派的華僑為了共同的理想

走在一起，打破了原先狹隘的地域血緣

觀念，他們由「家鄉認同」轉向了「國

家認同」，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

新思想在華僑社會得到傳播。在紀念辛

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研討會使人們更

加緬懷海外華僑的歷史功勳，更加銘記

海外華僑的歷史貢獻，更加肯定海外華

僑的歷史地位。海外華僑振興中華的宏

願，感召著我們繼承和弘揚海外華僑的

愛國主義精神，投入到實現民族復興的

偉大事業中。

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馬

來西亞、新加坡、臺灣、大陸等地的

八十五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華僑協會

總會受邀組團參加，由常務理事陳北機

領隊，團員包括夏誠華、朱浤源、湯熙

勇、李又寧、李盈慧等人。主辦單位邀

請顏清湟、林家有、夏誠華、尹曉煌、

黃賢強、沈已堯、陳來幸、湯熙勇、任

貴祥等八位教授於大會上發言。

尹曉煌指出，正因辛亥革命喚醒了

華僑的「國家意識」，才帶來了自十九

世紀末以來，其對故土及祖國的捐贈與

贊助，有力地促進了僑鄉和中國社會的

慈善事業、公共福利、賑災救濟等項目

的發展，「無論是辛亥革命，抑或北伐

戰爭，還是八年抗戰，都曾得益於包括

美國華人在內的海外僑胞之巨大與無私

的援助」。

湯熙勇教授以美國華人社會為例指

出，在辛亥革命後中國激烈的轉變過程

中，美國華人的態度，從起初的關心到

熱情支持，最明顯的轉變是負責籌辦支

持中國革命的捐款活動，從致公堂設立

的國民救濟局，轉變為中華會館主持的

粵債局，同時，從「小廣東」的地方意

識，發展為「大中國」的國家意識，以

及新國民意識的構建，對成為新國民充

滿了歡愉、期待和展望。

林家有教授認為，華僑不自言功

者，蓋知救國為真天職，不事矜舉。孫

中山發動辛亥革命及日常活動經費，主

要來自海外華僑，海外華僑除了經費支

持外，還利用海外的特殊條件進行反清

的各種宣傳，發動華僑回國參加革命，

以及組織華僑接應國內起義失敗後流亡

海外者，所以孫中山說「凡革命者，無

不有華僑二字。」

夏誠華教授則指出，如今華僑已由

菲律賓Bacolod市考察團來訪

8月15日，菲律賓Bacolod市來台考察團，市長Leonardia率領，隨行有警察局
長、交通局長、法律顧問等八人，在菲律賓僑領、本會會員邱于民陪同下，來會
拜訪。理事長伍世文偕同常務理事沈大川、陳北機，理事鄧之鑂、會員蒙天祥、
秘書長謝國樞等人接待。他們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台灣警政、交通等現況，作
為施政參考。

他們到訪之前，沈大川已經上網蒐集該市資料，因此，有備而來之下，話題
不斷，互動熱烈，笑聲盈室。Leonardia市長獲悉本會將於11月12日在馬尼拉成立
菲律賓分會，力邀我們順道訪問Bacolod市。（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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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僑鄉落葉歸根，轉變成為在僑居地

落地生根；也不再以華僑自居，多自稱

為華人或華裔，其與中國的關係，逐漸

脫離了宗邦或祖國的範疇，對中國歷史

文化的認同也日趨淡薄。如何喚醒華僑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強化其對中國

的情誼，刻不容緩。對於當前乃至未來

的國際事務，華僑不但將扮演中國與世

界的橋樑，更有助於國際政治與外交關

係的正面影響。

專家學者於大會上共發表學術論

文四十五篇，他們對華僑支援辛亥革命

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整理，並就各地華僑

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海外華僑與

孫中山的關係等問題發表了心得，同時

交流了近年來新發現的海外華僑與辛亥

革命關係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與會者肯

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

意義，他們認為海外華僑在參與創建革

命組織、傳播革命思想、捐款助餉、創

建民國政府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不僅

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政權，結束了在中

國延續兩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也開闢

了中國民主共和的新時代和現代民族國

家的新紀元。很多學者都援引孫中山先

生的「華僑乃革命之母」以及「故革命

者，無不有華僑二字」，來印證海外華

僑的作用。

研討會期間，大會特別於現場精心

陳列了以「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為主

題，有關孫中山於海外成立革命組織、

華僑捐款、獻身革命等圖文資料之展

覽。

研討會結束後，主辦單位安排海

外學者於8月24日至29日前往位於武漢

的華中師範大學參加「海外華僑與辛亥

革命」的小型座談會，並參觀辛亥革命

起義門、農民運動講習所，接著赴宜昌

參觀三峽水利工程、神農架、荊州博物

館。

首屆兩岸華文教師論壇

由中華民國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和中國大陸暨南大學聯合舉行的「首屆

兩岸華文教師論壇」，2011年8月15日

至19日，在暨南大學廣州校區與珠海校

區舉行，來自兩岸六十多所大學校院的

一百二十多名華文教育專家參與此次活

動，共同研議海外華文教育發展大政方

針。大會期間，暨南大學特別安排與會

人員搭乘遊輪夜遊珠江、參訪中山翠亨

村及大陸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

區後的第三個新區橫琴島。

暨南大學校長胡軍在開幕式上首先

向會議代表們致歡迎詞，並介紹暨大的

百年歷史和發展情況。

胡軍表示，大力發展華文教育事

關中華民族振興和發展的偉大事業，海

峽兩岸都肩負著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歷

史使命，近年來，兩岸華文教育界交往

十分密切，輪流舉辦面向研究生、教師

的華文教育論壇，就海外華文教育面臨

的新形勢、新任務開展研討，共同推動

華文教育事業的大發展。他希望各位專

家能圍繞論壇的各個主題坦誠地交換意

見和看法，暨南大學將發揮與海內外華

文教育機構聯繫密切，以及開展華文教

育歷史悠久、實力較強、人才濟濟的優

勢，一如既往地與兩岸華文教育界保持

暢通的聯繫，開展廣泛合作，傳承中華

文化，以服務華僑為使命和任務。

中國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

任趙陽出席開幕式表示，海外華文教育

是廣大華僑華人尤其是華裔青少年學習

漢語、傳承中華文化、保持民族特性的

「留根工程」和「希望工程」。此次兩

岸華文教師相聚羊城，召開華文教學方

面的專業學術論壇，共商海外華文教育

發展大計，恰逢其時。

他說，當前「漢語熱」、「中華

文化熱」持續升溫，華僑華人學習漢語

和中華文化的熱情也空前高漲，需求日

益迫切，由於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政

治環境、文化政策、社會習俗和語音環

境各異，各地華文教育的特點和需求不

一，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因此，兩岸

華文教師還需加強交流與合作，匯集力

量共同致力於海外華文教育事業。他強

調，兩岸華文教師論壇應持續舉辦。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秘書長董鵬程

於開幕式上致詞表示，世界華語文教育

學會和暨南大學在華文教育研究領域，

已經開展了廣泛的合作，論壇的首次舉

辦，對於兩岸華文教師分享教學經驗、

探討教學問題等，具有重要的意義，並

可以為兩岸學者提供一個交流和聯繫的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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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分會11月12日成立

海外傳播中華文化的尖兵
參加「華語文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感想

▓尹中原

由華僑協會總會、海華文教基金

會與中原大學共同主辦的「2011開創華

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

研討會」，初夏於中原大學國際會議廳

舉行，計有來自台灣師範大學、中原

大學、暨南大學等學府教授及研究生28

位，發表論文16篇，內容涵蓋：在台外

籍配偶學習華語文實證研究、大學校園

外籍生飲食用語安排等貼近日常生活的

研究；當然，有關僑民教育、海外華語

師資培訓與華語文教學研究專論等，則

是研討的焦點。而最特別的是，美國猶

他州長中文顧問齊德立教授的「以第二

語學習標準為基礎的華語文教學與評

估」專題演講。研討竟日，收穫良多。

近數十年來，台灣社會結構丕變，

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導致在經濟上較為

弱勢族群，為了「傳宗接代」或「找個

老伴」紛赴大陸、東南亞娶親，也有來

台照護的外籍女傭受到雇主的接納而成

親，在台灣我們慣稱她們為外籍新娘。

外籍新娘與我們稱大陸新娘為大陸妹一

樣，帶有歧視的味道，一般官方用語則

稱為新移民女性，不過乍聽之下，好像

是何方來的新女性主義運動者，讀起來

有點拗口，當然不如外籍新娘這四個字

「聳夠有力」，望文生義。在學術研究

上，遵官方說法有其嚴肅的一面，因為

學術研究講求的是嚴謹。不過，本文非

論文僅係感想，仍以外籍新娘稱之。按

內政部資料，截至99年12月底止，外籍

新娘總數約41萬餘人，大陸新娘近28萬

人，約佔68%；其次為越南8萬餘人，

約佔20%；再次為印尼、泰國、菲律賓

他說，兩岸華文教師之間的交流

非常重要，通過分享教學經驗，探討教

學問題，不僅能夠增進彼此的感情與認

同，加強兩岸華文教學界的聯絡，共同

提昇華文教學品質，且對海外華文教育

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導。

董鵬程表示，兩岸在海外華文教育

方面各有特色，華文老師能夠互相交流

教學心得與經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對

各自教學方面的成長將有莫大幫助。現

在華文教育教學的人多，研究的人少，

海外華文教育理論研究還需加強。他

並對兩岸學者為首屆華文教師論壇的大

力支持和積極參與，以及暨南大學在會

議籌備和舉行階段的精心準備，表示感

謝。

首屆兩岸華文教師論壇主要分為四

個專題小組，就華教現狀與漢字教學研

究、華文教學模式及辭彙教學研究、華

文課型教學研究、華文教學策略與教材

研究、華文教材研究、華文教材與華語

習得研究、華文師資研究、漢語本體研

究等論題，舉行了八場小組討論。

大會並安排北京大學陸儉明、臺

灣中正大學戴浩一、北京語言大學崔希

亮、臺灣師範大學陳純音、臺灣政治大

學竺家寧、華東師範大學吳勇毅、暨南

大學宗世海等諸位教授，進行專題學術

報告。

此外，為研議兩岸如何加強合作、

資源分享、共同提升華文教育事業的影

響力，大會特別安排大陸僑辦系統五院

校領導及兩岸現任或前任校、系、所、

中心主管，參加暨南大學副校長賈益民

主持之華文教育管理工作沙龍，就華文

教育有關教學、行政管理、教輔工作、

後勤服務等各方面進行深入的交流。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大會舉辦了

「華文教學工作坊」，由臺灣的陳亮

光、姚蘭以及大陸的周健、熊玉珍、郭

勝春等五位老師，演示最新的數位化教

學方法。（作者為華語文教學工作者）

▲研討會現場。

在菲律賓僑領吳民民先生積極奔走

協調下，歷經半年的籌備，本會第21個

分會─菲律賓分會，將於11月12日在馬

尼拉華埠舉行成立大會。際值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年的國父誕辰紀念日，意義十

分重大。屆時總會理事長伍世文將率祝

賀團前往馬尼拉，共襄盛舉，授予會長

甄炳興會旗、圖記、當選證書及會務發

展基金。

為了報導菲律賓分會成立盛況，

原訂11月15日出刊的《僑協雜誌》131

期，將延至11月25日出刊，敬請讀者諒

察。（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