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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汤杰
这次日本之行袁让我更感受到了蔡董事

长全新的教育理念袁感受到他的拳拳赤子之
心袁感受到他的浓浓重教之情遥 我们完全可
以这样说袁是蔡董事长全新的教育理念让侨
中走出国门袁走向世界袁与世界接轨遥

现在袁全球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遥 一所
学校要想大发展袁一定要高瞻远瞩袁放眼未
来遥 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袁必须要走出去袁要
走向世界袁与世界的教育接轨遥 只有这样袁才
能感受到全球教育发展的脉搏袁才能让学校
永远处于世界教育的前沿遥 闭门造车是难以
进步的遥
很多人也热心于公益事业袁 但多数只是

出钱袁蔡冠深董事长与这些人不同袁他不仅出
钱尧出力袁更重要的是出心尧出时间遥 用他自己
的话说袁野科教等公益事业几乎占了我日常工
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袁但令我有极大的满足感遥
我个人的抱负是在经商之外袁 我要回报社会
及国家袁 特别在科技及教育的发展方面多出
一点力袁 因为科技及教育的发展对国家及人
民会产生深远影响遥 冶这就是倾情教育的赤子
之心袁重教之情遥 这次我校与日本横滨山手中
华学校的合作交流袁 就是蔡董事长全力促成
的袁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次活动遥
蔡董事长深知科学和教育是立国强邦之

本袁如今袁他的捐助从小学到中学袁从大学到
科研院所袁用野达则兼济科教冶来形容蔡冠深
董事长袁非常恰当遥

全新的教育理念尧 事必躬亲的做法是蔡
董事长与众不同之处遥 蔡董事长是一个成功
的实业家袁但在成功事业家的背后袁是一颗回
报国家和社会的拳拳赤子心袁 在他身上体现
了一种境界袁一种素质袁一种学识袁一种胸怀遥
侨中的发展壮大袁蔡董事长功不可没袁侨中人
会永远铭记遥

姻 王世勋
短短的日本之行让我印象最刻不是日本

的美景袁也不是现代化的生活袁而是那一颗颗
滚烫的中国心遥
蔡冠深董事长我见过几次遥 而这次可以

说是面对面袁肩并肩袁近距离接触袁感受他的
人格魅力遥 6月 12日一大早袁他风尘仆仆的从
东京赶到我们住的酒店袁 没想到给我们的见
面礼是 野中山市华侨中学交流团团员证冶袁上
面有每个人的名字遥 林校长轻轻的对我们说院
蔡冠深董事长连这么小的事都放在心上袁真
是有心人呐浴 在学校参观时袁他不仅并勉励我
们要多看尧多想尧多学袁为侨中的发展多做贡
献袁而且他自己认真观看每一幅照片袁亲切与
学生交谈袁了解具体的情况遥 他完全不像个商
人袁却像个学者袁睿智尧从容尧大气浴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潘民生袁 拿着中

国护照的旅日华侨袁他告诉我们袁他是这所学
校培养出来的袁接过校长的接力棒袁就有责任
把它做好袁汉语教学是华文教育的首要任务遥
扩大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在日本华侨华人社

会中的影响袁传播中华文化尧让他们感受中华
文化的魅力遥 祖国就是我们的后盾浴

李宏海袁我们的导游袁在日十年袁历经磨
难遥08年 4月 27日袁奥运圣火在长野传递遥中
途休息袁他们遇到了一辆野藏独冶分子雇用的
大巴袁短兵相接袁一番舌战后袁立刻一路飞驰遥
他对司机讲院一定赶在野藏独冶前面袁保卫圣
火浴 到了长野袁他们和日本全国各地来的留学
生一起袁用声音盖住了野藏独冶的喇叭袁他们最
后一个个都失了声遥 有些别有用心的记者问
他们袁是不是中国大使馆花钱雇他们的遥 他们
毫不含糊说院保卫圣火袁就是保卫祖国袁我们
都是自发尧自愿的袁您满意吗钥浴

不走出国门袁可能不会有国家的概念遥一
旦置身在一个特殊的环境袁 骨子里的那份对
祖国的情感和依恋便会迸发出来袁 这就是我
们的中国心遥

姻 张兰杰
梁启超先生有诗曰院野故今日之责任袁不

在他人袁而全在我少年遥 少年智则国智袁少年
富则国富袁 少年强则国强袁 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袁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袁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袁

少年胜于欧洲袁 则国胜于欧洲袁 少年雄于地
球袁则国雄于地球遥 冶下一代的教育培养袁是我
们的使命袁我们的任务遥 我相信袁在蔡董事长
及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心与支持下袁 华侨中学
一定能够不断的开拓进取袁越办越好袁与世界
各地的华侨中学一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袁贡献全部的力量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浴

姻 胡石安
听山手中华学校的校长介绍校史袁 我很

感动袁 这所学校能有现在的规模和影响真不
容易遥 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该校视察袁可见该校
办学意义之大遥 山手中华学校的办学史是中
华民族忍辱负重尧艰苦奋斗尧愈挫愈强尧奋发
崛起的历史遥 祖国的强大与广大海外侨胞袁山
手中华学校的地位和命运息息相关遥 我校能
与山手中华学校合作办学意义重大尧 影响深
远遥

姻 戴慧妍
在商店中看见年轻的妈妈与一岁半的儿

子对唱日本民谣袁 让我惊讶的是小孩的音准
感觉很好袁 我留意个中秘密是他的妈妈唱得
很准袁 当儿子唱不准时母亲马上反复引导儿
子纠正袁音准从此就得到训练遥 难怪说母亲是
小孩的第一任老师遥 在参观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的音乐课堂中袁 感触最深的是一年级学生
在音乐老师的带动下积极参与音乐活动袁那
全情投入的情景实在让我震撼遥

姻 胡艳
到达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上午袁学校很小袁也略显残旧遥 两扇颇有
些年头的铁门袁一幢不高的楼房袁楼房前小小
的空地构成了学校的操场袁 这就是学校的全
部了遥

我们站在 野热烈欢迎中山市华侨中学对
外友好交流团冶的大幅汉字标语前袁听着老师
用地道的汉语讲解着袁 其中不时有嘴快的孩
子踊跃发言袁那一刻袁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
都是华人袁 我们都是黑眼睛黄皮肤地说着汉
语的中国人遥 因为墙上的汉字与口中的汉语袁
我们越过高山大海彼此相认浴

余光中在叶听听那冷雨曳曾经写过院野只要
仓颉的灵感不灭袁美丽的中文不老袁那形象磁
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遥 因为一个方块字
是一个天地遥 太初有字袁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
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遥 冶我相信袁只要
有美丽的汉字存在袁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不管走到哪都能彼此相认袁就像那天中午袁远
在中山的我们能有缘与山手学校校友会的成

员们一起共进午餐袁说着同一种语言袁更像是
一个家庭聚会遥 我也相信袁在全球三千多万华
侨华人分布的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袁只
要有侨胞居住的地方袁 就必定会有各种形式
的汉语学校和汉语教育活动袁 就像横滨的山
手中华学校袁上至校长尧理事袁下至教职员工
说的都是清一色的汉语袁小小的会议室里袁很
中国很中国化袁充满了亲切与温馨遥

我更加相信袁野中国冶 在很多海外华人的
心中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袁 也是一个刻骨铭心
的概念袁那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遥 用什
么来证明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认同感钥 美国
有唐人街袁日本有中华街遥 从本质上看袁维系
和传承民族文化袁 也就是维系和传承一个民

族的灵魂和命脉遥 山手学校正是用世世代代
坚持华文教育这样一种方式告知他们子孙后

代不能忘记中国的语言袁 不能忘记中国的文
化浴

因为汉语袁我们彼此相认遥因为我们共同
的语言和文化袁 我们才能维系我们本民族的
感情袁发扬我们本民族的传统袁谋求我们共同
的发展遥

姻 胡永跃
日本政府是运用危机感教育的高手遥 它

可以利用这种教育手段告诫国民珍惜和节约

资源袁正视危机曰也可以利用这种教育手段来
激发国民的创造热情袁 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渊如开发再生资源冤曰 甚至还可以利用这种教
育手段袁不惜篡改历史袁尊侵略者和强盗为英
雄袁提倡武士道精神袁让国民效法与学习袁去
盗抢尧掠夺他国资源袁将危机转嫁给别人遥

尽管日本人运用危机感教育的一些做法

并不足取袁 但危机感教育确实是一种很好的
教育手段袁运用这种手段袁至少可以产生一种
使国民重视的意识倾向遥

野居安思危冶 似乎与危机感教育可以沾
边遥 过去袁我们常用野居安思危冶这个词来提醒
人们袁在安乐的时候要想到危险遥 实际上袁从
心理本质上考虑袁野居安冶是思不了危的袁也是
不会思危的袁野居安冶只能使人产生惰性袁使人
平庸袁野居安冶只能使人安眠袁使人昏昏入睡袁
甚至到了野大难临头冶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遥

在祖宗的词典里袁 只有 野置之死地而后
生冶才道明了危机感教育的真谛遥 只有将人置
之于死地袁才会使人去考虑怎样野转危为安冶袁
才会使人产生冲动袁产生爆发力袁就是狗急了
也会跳墙的袁更何况人呢钥 才会使人产生野灵
机一动冶袁产生创造力遥

因此袁我们应该多用用野危机感教育冶这
种手段袁多体会体会尧多用用野置之死地而后
生冶遥

姻 马颖
日本留给我们太深印象的地方很多袁譬

如院中文文字在日本随处可见袁我想中文字在
日本的使用之所以如此普遍袁 除了历史的原
因袁还因为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袁因
此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商家对中文的重视曰日
本的治安很好袁当街摆放的一排排的自行车袁
全然没有用防盗锁相互锁住 , 据说丢掉基本
上都能找回来曰日本的厕所很人性化袁不但干
净而且没有臭味曰日本乌鸦很多袁在大坂城公
园袁光秃秃的樱花树上,成群结队的乌鸦,黑压
压一片地飞来飞去,这种景象袁我数年在国内
没有见到噎噎

在车上袁我们问导游袁日本人怎样看中日
战争袁他说袁这就像一对邻居袁一个打了另一
个袁一个总希望另一个忘记袁但另一个担心袁
忘了过去袁也许哪一天又会挨打噎我想袁随着
中国的强大袁 中日两国一定会构成一种新的
关系袁这是一种既不仰视袁也不敌视袁而是平
视的的关系遥

人类的历史袁一直在见证一个事实院落后
就要挨打遥 中国的崛起尧中国的强大袁中华民
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袁 是我们每个炎
黄子孙的期盼遥 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跨
越袁让每个炎黄子孙都见证着这一时刻浴

姻 郑支胜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强袁 从小学

就教育学生院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曰这个
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曰 这个国家是可能随
时被别人打垮的遥 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
强盛了袁就一定会打进来曰别人发达了袁日本
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遥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袁 每季度
一次防震演习遥 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袁
里边搁压缩饼干尧纯净水尧保暖衣尧手电筒和
雨披遥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袁他们
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遥 到景点去袁 到企业
去袁让学生去感受去思考遥

抛开政治因素尧个人情感因素不谈袁单就
这个国家的素质教育而言袁 其中有很多值得
我们借鉴的地方遥

走向世界的侨中人

6月 12日袁在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的带领下袁由我校部分名教师组成的中山市
华侨中学对外友好交流团袁与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进行了友好交流遥 本报节选了部
分教师的访日感悟袁以飨读者遥

我国驻日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许泽友渊右四冤袁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渊右五冤袁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良渊右三冤袁山手中华学校理事长梁庆
安渊左五冤袁校长潘民生渊左四冤等领导与华侨中学老师合影

对外友好交流团与参加联谊活动的横滨华侨乡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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