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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華文書籍

擁抱華文世界

僑中總校舉行「福建圖書角」揭牌儀式
菲律濱僑中學院訊：菲律濱的華文書籍
數量相當有限，為了使僑中學子接觸到更多
的中文圖書，通過閱讀中文書籍進一步瞭解
並熱愛中華文化，由中國福建省對外文化交
流協會主辦，中國福建新華發行集團所屬出
版社對外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與我院總校共同
承建的“福建圖書角”於11月25日上午9點半
在我院總校圖書館舉行了隆重的揭牌儀式。
福建省出版對外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陳飛先生及其他領導、我院校長黃琬蓉博
士、副校長蔡藝術博士、各部門主任及中學
部全體師生出席了連線活動。揭牌儀式由中
文部曾穎主任主持。
活動由黃琬蓉校長致詞拉開帷幕。黃
校長首先對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表示感謝，
在疫情依然嚴峻的時候給我院總校的師生們
送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希望通過本次活
動，全校師生能以書為師，以書會友，並在
重返校園之際通過圖書角的書籍學習歷史、
文化等方面的知識，為建設書香校園、書香
班級做出努力，取得積極的成效。黃校長也
表示，書籍記載了人類自古以來的智慧與文
明，因此希望同學們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同時也通過中文書籍形成良好的中華文化氣
質，將來做中菲文明的使者。
本次“福建圖書角”首批珍藏了《習
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在福建》以及閩
版圖書《福州古厝》《福建的文化與自然遺
產》《福建的世界遺產》《福建古建築叢
書 》 《 詩 在 遠 方 —— “ 閩 寧 經 驗 ” 紀 事 》
《向新文明進發——“人文生態發展”研討
會論文集》《福建海上絲綢之路•福州卷》
《圖說福建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歷史文
化名人叢書》《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閩名
家讀本系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福建讀
本 》 《 感 動 —— 戰 “ 疫 ” 中 的 那 些 福 建 故
事》等數百種精美中文書籍和海峽出版發行
集團旗下期刊《新教師》《快樂語文》《小
火炬》，包括歷史、文化、語言、教育、少
兒等各門類。多方面的書籍有助於我院學子
通過閱讀鞏固並提高目前所取得的中文水
平。
黃琬蓉校長和蔡藝術副校長為我院總校
圖書館的“福建圖書角”揭牌。為了讓雲端
上的師生更能感受到閱讀的魅力，隆重的揭
牌儀式後，由蔡藝術副校長、余楊昕和林念
潔兩位老師及邵燦培、吳泯妮、黃心媚、蔡
晴晴、馬媛媛、王蘋蘋、蔡雅琳、蔡佳霖八
位同學做閱讀心得分享。
邵燦培同學分享《狂人日記》。他在
閱讀中瞭解到當時中國的封建社會禮儀缺乏
真誠的關懷和親情，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互

圖片說明：第一排：（左起）黃琬蓉校長致詞；蔡藝術副校長從“福建圖書角”裡抽出《愛的教育》，準備與雲端上的觀眾分享；中文
部曾穎主任主持揭牌儀式；學校領導在“福建圖書角”前合影；承辦“福建圖書角”項目的福建省出版對外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陳飛
先生及其他領導見證揭牌儀式。第二排：（左起）黃琬蓉校長和蔡藝術副校長為“福建圖書角”揭牌；揭牌後合影；雲端上的與會者。第三
排：做閱讀分享的學生（左起）邵燦培、吳泯妮、黃心媚、蔡晴晴、馬媛媛、王蘋蘋。第四排：做閱讀分享的學生和老師（左起）蔡雅琳、
蔡佳霖、余楊昕老師、林念潔老師、蔡藝術副校長。
相傷害，使他感慨生命的不容易。吳泯妮同
學分享《怪奇事物所》。她在閱讀後感到這
個世界就是因為每個人的不同才變得有趣。
黃心湄同學分享《雲邊有個小賣部》。她
說，人總是在失去後才後悔，而劉十三的命
運令人感慨。蔡晴晴同學分享《被討厭的勇
氣》。她表示不用做到人人都喜歡，做好自
己就好。馬媛媛同學分享《小王子》。她
從這本書中學到，到了任何一個年紀，不
忘初心，方得始終。王蘋蘋同學分享《西遊
記》。她表示，面對困難時不要退縮，要勇
往直前，更要學會分辨好壞，擁有正確的判
斷力。蔡雅琳同學分享《哈利•波特》。她
從這本書中學到，遇到任何困難時都不要逃
避。蔡佳霖同學分享《活著》。她說人生中
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只要學會正視它
們，就能活出自己。
八位同學分享之後，兩位老師緊接
著談起他們喜歡的書。余楊昕老師分享《平

凡的世界》。他從這本書中瞭解每個人看似
平凡，但經歷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其實都不
平凡。
他說這本書告訴讀者一個真相，那就是
苦難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常態，所以不要害
怕面對它，要學會與磨難交朋友，自己才會
成長。
林念潔老師分享《明朝那些事兒》。她
從這本書中學到人要有不怕苦、不怕難的精
神，以前的開國皇帝都遇到了很多我們想像
不到的困難，但他們最終還是走過來了。最
後壓軸分享閱讀喜悅的是蔡藝術副校長。她
從《愛的教育》這本書中看到了陪伴的愛：
師生、父母和孩子、同學、鄰居、甚至於是
陌生人、還有對國家赤誠的愛。這些“愛”
都使發育中的孩子在思想上和身體上得以健
康成長。這種既嚴格又慈祥的愛，是放心讓
孩子去發現外面世界的愛，是放手讓孩子學
會為自己負責的過程。蔡副校長同時也語重

心長地希望同學們要像書中恩里科那樣靜下
心來關注父母、長輩及師長的叮嚀，她說大
人們的勸誡將對同學們走向未來的人生大有
裨益。
11月為菲律濱的全國閱讀月，而11月25
日更是“感恩節”。“福建圖書角”在這個
時候成立，既滿足了我院總校師生閱讀中文
出版物的需求，也為孩子們學習中華文化、
瞭解中國提供了一個視窗，意義非凡。我院
總校感恩為傳承中華文化付出貢獻的人，感
恩中國福建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中國福建
新華發行集團所屬出版社對外貿易有限責任
公司的慷慨捐贈。“福建圖書角”將成為傳
播中華文化和福建海絲文化、提高我院孩子
的華語水平、增進菲中兩國人文交流的全新
紐帶。相信“福建圖書角”的落成將促進全
校師生更加熱愛閱讀中文書籍，更加熱愛中
華文化。
活動於中午11點劃下圓滿的句號。

《第二屆"安海杯"菲華校園文學獎》與《2021菲律濱華文微型小說暨閃小說大賽》
舉辦聯合頒獎典禮獲圓滿成功
菲律濱安海公會暨安海商會訊：2021年
11月28日下午3時，在線上ZOOM會議室舉
辦的《第二屆"安海杯"菲華校園文學獎》與
《2021菲律濱華文微型小說暨閃小說大賽》
聯合頒獎典禮，主、協單位負責人、評委、
校長、主任、指導老師、獲獎者與文學愛好
人士等海內外近百人與會。由菲律濱安海公
會副理事長、菲律濱安海經貿文化促進會會
長王勇先生主持，他說：今年2月28日，我
們同樣因為疫情原因，在ZOOM會議室舉行
《第一屆"安海杯"菲華校園文學獎》線上頒
獎典禮，轉眼九個月，我們又在此舉行為了
鼓勵全菲華校中學生用中文記錄所見所聞、
所思所感，為菲華社會發現寫作新苗。由
菲律濱安海公會、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主
辦，菲律濱安海商會、菲律濱安海經貿文化
促進會協辦的《第二屆"安海杯"菲華校園文
學獎》，和為了進一步鼓勵與推進菲律濱華
文微型小說與閃小說創作，擴大微型小說與
閃小說在菲華的影響，由世界華文微型小說
研究會與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閃小說專業委
員會為指導單位，馬尼拉人文講壇、菲律濱
華文學校聯合會、菲律濱華文閃小說學會、
菲律濱安海經貿文化促進會、菲律濱華文微
型小說交流群聯合主辦，由熱心社會公益文
教事業的菲律濱知名企業家陳德雄先生獨資
贊助《2021菲律濱華文微型小說暨閃小說大
賽》的聯合頒獎典禮。同時宣佈，在頒獎會
之前，主辦方已提前把所有獲獎者、學校的
獎金匯存妥當。
首先由菲律濱安海公會理事長、菲律
濱安海商會會長顏碩良先生致開幕詞，他指
出：希望各位老師與同學繼續努力，使安海
杯文學獎成為新的品牌活動。同時，更希
望有更多菲華作家與文學愛好者投入微型小
說與閃小說的創作，推動菲華文學的進一步
發展。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常務理事、僑
中學院院長黃琬蓉博士致辭，她呼籲：同學
們，熱愛寫作、熱愛文學，可以促進你們的
華語學習，全面提高學習質量。同學們，如
果你們每天飽覽詩書，享受著閱讀的快樂，
讓閱讀根植在你們每一顆美好奮進的心靈
裡。我相信，你們的華語一定能進步的更
快，知識面更廣，視野更加寬闊。
接著頒獎儀式(第一部分)：頒發《第二屆
"安海杯"菲華校園文學獎》終評委證書：專欄
作家書欣(侯培水)先生，專欄作家宗記(范宗
鼎)先生，專欄作家弘中(王宏忠)先生，作家
溫陵氏(傅成權)先生，專欄作家林鈴(林素玲)
女士，專欄作家蕉椰(王勇)先生。
頒發優秀組織獎獎狀：僑中學院暨分
校，中正學院。

頒發獲獎學生獎狀：第一名：蔡晴晴
《漫步王彬街》，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
指導老師余楊昕。 第二名：鄭妮妮《感恩
的心》，嘉南中學。第三名：邱佳宜《責任
與擔當》，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指導老
師蘇雅紅。 優秀獎(十位)：施雅祺《感恩
的心》，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指導老師
余楊昕。莊金珠《我眼中的菲律濱》，菲律
濱中正學院，指導老師施娜君。吳少雄《我
眼中的菲律濱》，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
指導老師余楊昕。嚴彩洹《漫步王彬街》，
馬尼拉天主教崇德學校。許彬彬《責任與擔
當》，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指導老師劉
曉玲。陳洋洋《感恩的心》，菲律濱僑中學
院(總校)，指導老師郭春峰。陳靜琳《華菲
一家親》，馬尼拉天主教崇德學校。洪美嘉
《我的菲律濱同學》，菲律濱僑中學院(總
校)，指導老師吳玉西。丁壚森《我眼中的菲
律濱》，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指導老師
劉曉玲。林霆朗《責任與擔當》，菲律濱中
正學院，指導老師楊琇燕。鼓勵獎(十一位，
原定五位名額，特再增加六位名額)：林恩烯
《漫步王彬街》，菲律濱中正學院，指導老
師施娜君。張捷楷《我的菲律濱同學》，菲
律濱僑中學院(總校)，指導老師余楊昕。許雯
霖《感恩的心》，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指
導老師馮子軒。朱雅雯《感恩的心》，菲律
濱僑中學院(總校)，指導老師郭春峰。吳俊
雄《感恩的心》，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
指導老師蘇雅紅。李怡雯《漫步王彬街》，
菲律濱中正學院，指導老師楊適嘉。林慧妍
《感恩的心》，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指
導老師余楊昕。陳鈞琳《感恩的心》，菲律
濱中正學院，指導老師馬儷玲。麗安娜《感
恩的心》，菲律濱中正學院，指導老師康馨
分。張雨苒《我的菲律濱同學》，納卯中華
中學。王雯妮《我眼中的菲律濱》，基中書
院。第一名獲得者、僑中學院蔡晴晴同學代
表獲獎學生發言。她表示：手捧著這第一
名，我心裡有些緊張，但它給我更多的是一
種鼓勵，一種鞭策，它僅是代表我們過去的
成績，我們在未來的路上還要繼續去打拼，
正所謂閩南有一句話：「愛拼才會贏。」 什
麼比賽都積極參加，試一試，拚一拚，給自
己積累一些經驗，就像作文裡的句子，多讀
讀，再改改，句子就更順了。
終評委傅成權(溫陵氏)先生代表評委發
言，他首先對主辦單位鍥而不捨地振興"菲
華校園文學"的精神和雷歷風行的工作作風
表示由衷的敬意！祝賀獲獎的各位同學，讀
你們的文章，站在你們的角度，對〈責任與
擔當〉、〈華菲一家親〉、〈我眼中的菲律

濱〉有了更進一步的理性認識；讀懂〈感恩
的心〉；看到〈我眼中的菲律濱同學〉；跟
著你〈漫步王彬街〉，"用雙腳丈量它的厚重
"。感謝你們，用文字溫暖了我們曾經年輕的
心。事實證明，菲華校園是一片根植著中華
文化的廣袤沃土， 從振興"菲華校園文學"到
復興"菲華文學"，希望就寄托在這些充滿生機
的校園文學新苗。好苗，好園丁，好苗圃，
三體缺一不可，如果把這些年輕人組織起
來，又何愁菲華文壇後繼無人？
頒獎儀式(第二部分)：頒發《2021菲律濱
華文微型小說暨閃小說大賽》獨資贊助人、
菲華愛心企業家陳德雄先生感謝狀。終評委
證書：中國著名微型小說作家凌鼎年先生，
中國漢語閃小說倡導者程思良先生，菲律濱
知名華文微型小說暨閃小說作家林素玲女
士。頒發微型小說獲獎者獎狀：冠軍《貓的
第九條命》，作者：張雨苒(納卯中華中學)。
亞軍《解密》，作者：洪鵬飛。季軍《燕
歸來》，作者：無名。優秀獎《風雨平安
夜》，作者：陳剛。優秀獎《助人為樂是一
種美德》，作者：陳靜琳(崇德學校)。優秀獎
《溫情滿滿》，作者：許秀枝。優秀獎《貓
和妮娜》，作者：曾華杰。優秀獎《華菲好
鄰居》，作者：柯靜雯(納卯中華中學)。
頒發閃小說獲獎者獎狀：冠軍《親愛的
安德魯》，作者：陳靜琳(崇德學校)。亞軍
《猛醒》，作者：洪鵬飛。季軍《默默》，
作者：范曉琳。優秀獎《溫暖傳遞》，作
者：陳小杭。優秀獎《讓小蜈蚣和媽媽在一
起》，作者：許秀枝。優秀獎《中菲共同抗
疫》，作者：柯靜雯(納卯中華中學)。優秀獎

《飛蛾》，作者：曾華杰。優秀獎《中國捐
贈的疫苗到了……》，作者：陳剛。
雙優秀獎獲得者曾華杰先生代表獲獎者
發言，他認為：本次徵文主題是關于菲華融
合，我看到後頗感興趣，我們身在海外會碰
到各樣的文化差異，但在這些不同中總有些
共同的東西，就是人性的真善美。所以我就
投稿了閃小說〈飛蛾〉和微型小說〈貓和妮
娜〉，表達的是共同的奮鬥和機會，高傲與
偏見。 本來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寫作了，很
感謝組委會，特別是王勇老師，讓我重新提
筆。人生需要有些熱愛，有的人愛唱歌有的
人跳舞，而我們愛文學。文學可以讓我用文
字在想像和感情的世界馳騁。與您共勉，讓
我們帶著這份熱愛點燃生命的激情。
終評委程思良先生代表評委發言，他高
度評價此次大賽並指出，本次大賽收到200
多篇參賽作品，共評出16篇獲獎作品，微型
小說與閃小說各八篇。這些佳作，展現了菲
華作者的才情，春蘭秋菊，各擅勝場。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閃小說大賽，是菲律濱
首次舉辦面向本國華語作者的閃小說徵文活
動，在菲華閃小說發展史上，必將留下濃墨
重彩的一章。參賽者中，既有菲華文壇的老
作者，也有不少中學生。他們同台競技，各
炫才情，老將寶刀不老，新人出手不凡。這
是非常可喜的現象。當前，閃小說在菲華文
壇方興未艾。在熱心人士們的大力推動下，
在閃小說作者們的不輟努力下，菲華閃小
說一定會閃出更加絢麗的光彩！雖然隔著視
頻，仍能感受到場面的溫馨，氣氛的熱烈，
頒獎典禮于3點40分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