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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时间过得很快，留中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已将
届满，第七届理事会即将到来。
回顾在过去的二年里，总会荣幸地得到了诗琳通公主
慈善基金赐予金盾奖励，同时还有中国大使馆的亲切关怀
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密切合作，使我们第六届的理事们和办
公室全体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群策群力，为促
进泰中友谊，发扬泰中文化交流并增进校友们的福利活动
和文化生活等等而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们校友总会，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文化团体，历届主

泰国留学中国
大学校友总会

席（现任的永远名誉主席）、荣誉主席、名誉主席、名誉

特刊

予大力的支持。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贵的团体
总会须要的时候，伸出自已无私的支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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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的会务和发展，不忘在财务上和精神上继续对总会给
文化正在逐步形成，那就是无论老中青，人人不忘在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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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虽然都离开了总会的日常领导岗位，但还不忘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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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在本刊看到，第六届理事会二年来的所作
出的成绩，例如张九桓大使书法展并向诗琳通公主献金壹
佰叁拾万铢作为公主慈善基金之用，举办庆祝泰中建交38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暨《泰中桥梁》画册首发仪式，第七届
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文学讲座与新书发布会，保健与养
生讲座，泰汉双语翻译大赛，书法大赛，总会合唱团并在
上海演出，茶艺清谈会，总会青年委员会下乡访问活动等
等。
留中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就快过去了。我们
这一届虽然过得颇为顺利，也多少有一些创新，但不能自
满。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要改进和开拓的地方。寄语第七
届新理事会的理事们，承前启后，再接再厉，为泰中友
谊，泰中文化交流，为全体校友福利，做出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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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琳通公主殿下

驾临观赏“张九桓书法展”

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上午9:00时，
诗琳通公主驾临南美有限公司，赐主持“2013
中国图书文化展”，由张九桓大使把义卖所
得善款（扣除部分费用）共一百三十万铢（
包括吴宏丰自献20万）亲自呈献给诗琳通公
主，作为诗琳通教育基金会之善用。
接着张九桓大使暨夫人陪同诗琳通公主
殿下观赏书法展，诗琳通公主殿下对中国书
法深有研究，每张书法都仔细观看，微笑着
聆听张九桓大使的解释。观赏之后，诗琳通
公主殿下提笔挥毫“教学相长”四个大字，
笔笔见功力，全场恭报以热烈掌声。张九桓
大使也提笔挥毫“墨香传情”四个大字，全
场也报以热烈掌声。

张九桓大使把义卖所得善款

诗琳通公主殿下和张九桓大使现场挥毫。

共一百三十万铢亲自呈献给诗琳通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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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张九桓书法展
侨领联合剪彩张九桓大使把义卖善款捐献诗琳通公主教育基金会

李景河主席、蔡汉强主席、陈景镇主席、吴宏丰主席、张九桓前中国大使、
秦 裕 森 参 赞 、 刘 锦 庭 主 席 、 廖 锡 麟 主 席 、 陈 美 琪 副 主 席 联 合 剪 彩 。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下午3:00时至5:30
分，泰国中华总商会、泰国潮州会馆、泰国留学
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南美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张
九桓书法展”义展在南美有限公司三楼隆重举
行，所得之款项捐献诗琳通公主教育基金会。
中午1:00时，早已收到的义展会请帖的泰华侨
领、文化界人士、书法爱好者等就提前到会场，
欣赏前驻泰大使张九桓的墨宝。展厅中间悬挂
着蓝底白字会标：“张九桓书法展”六个大字，
十分显眼。左旁挂着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箎的“中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致词

泰翰墨情”，中国驻泰国大使管木“张九桓书法

说，今天我们很高兴，迎来张九桓大

展”等墨宝，还有张九桓的简介，以及张九桓拟

使在这里举办“书法展”。阁下不远

呈献诗琳通公主一幅诗书精品。

万里，从北京运来近百幅墨宝，让大

是次展出近百幅墨宝，都是张九桓阁下从近

家有机会品赏到汉字艺术的精美，可

年作品中挑出来的，幅幅都别出心裁，显出个人

喜可贺，希望大家欣赏义购，共襄盛

书法的艺术风格，使整个展厅熠熠生辉。

举！

下午3:00时，“张九桓书法展”由司仪钟庆

泰国潮州会馆主席蔡汉强致词

辉宣布大会开始，首先由管木大使致词，因他有

说，热烈欢迎驻泰前大使张九桓前来

要事，特委任文化参赞秦裕森代表致辞。秦参赞

曼谷举办“张九桓书法展”，阁下是

在原文宣读大使的致辞时，先讲了一段感言。他

位著名的外交官书法家，为泰中文化

说，张九桓大使是我的老上司和学兄，大使习字

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预祝“张九桓

已久，已成为名家。2009年举行的“张九桓诗书

书法展”圆满成功！

展”取得空前成功，希望这次义展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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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
麟致辞说，由四个机构合办的“张九桓书
法展”，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举办“张
九桓书法展”对增进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和相互了解，加强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有着重要意义。2009年的

“张九桓诗书

展”，获得各界人士的好评，这次张九桓
大使又精心挑选了一批书法带到泰国展出
义卖，相信将再一次引起轰动，加深两国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南美有限公司副董事总经理陈美琪

四个主办单位和张九桓大使暨夫人合影，左起；南美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英实、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张九桓大使、张九桓大使夫人唐黎珍、
南美有限公司副董事总经理陈美琪、泰国潮州会馆主席蔡汉强、
泰 国 留 学 中 国 大 学 校 友 总 会 主 席 廖 锡 麟 。

致辞说，张大使阁下在繁忙工作之余，几

公司副董事总经理陈美琪、泰中友好协会

十年坚持练习书法，成了享誉中外的书法

副会长、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主席李景

家。本次书展为义展，所得之款项捐献诗

河等联合剪彩。

琳通公主教育基金会，感谢各位与会和欣
赏张大使墨宝的嘉宾！

剪彩完毕，张九桓阁下引领各位嘉
宾观赏墨宝。义价最高为20万铢，当即受

最后张九桓前大使阁下致词说，离

吴宏丰和李景河欣赏；为10万铢的受刘锦

任返回中国已经四年了，一直想念泰国，

庭、廖锡麟、陈汉涛、蔡礼任、胡惠南等

想念泰国的老朋友。再次来到曼谷非常高

欣赏；为5万铢的受张永青（二幅）、张

兴，今天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更为兴奋。

祥盛、梦莉、梁冰、卢瑷珊、蔡志伟、郑

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空莅临书法展，请各

创基、吴政孝、何克家、苏佩吟等欣赏；

位指点斧正，共同推动中泰文化交流，加

为2万的受陈金苞、罗宗正、梁润潮、邓

深中泰友好关系，愿中泰友谊万古长青！

玉清、张仲威、李铭如、泰国广西总商

接着由泰国前国会主席陈景镇、中

会、徐光辉等欣赏 ；1万铢的受赖锦廷等

国驻泰国大使馆秦裕森文化参赞、驻泰前

欣赏；5千铢的受孔屏、赖锦廷等欣赏；2

中国大使张九桓、泰国中华总商会永远荣

千铢的受马金盛（三幅）、张明洁（二

誉主席吴宏丰、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

幅）、苏佩琼、苏佩芳、韦爱莲等欣赏。

庭、泰国潮州会馆主席蔡汉强、泰国留学

义购者纷纷请张大使暨夫人在墨宝前合影

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南美有限

留念。

嘉宾踊跃欣赏义购张大使墨宝。

张 大 使 书 法 展 现 场 一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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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 庆祝１０周年 场面盛大
并举行第六届主席就职仪式

蔡
汉
强
主
席
见
证
。

张
永
青
主
席
移
交
信
印
给
廖
锡
麟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庆祝成

实、罗铁英、梦莉、邓玉清、卢瑷珊、

立十周年联欢大会，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８日（星

张祥裕、郭少康、陈惠芳、陈安业、许家

期日）在阿玛丽大酒店隆重举行。中国驻

训、杜莎蒂、侯志勇、黄汉城、苏佩吟等

泰大使管木阁下、高振廷参赞兼总领事、

四百多人，场面热烈而温馨。与会者，

方文国参赞、李青山一秘、汉办驻泰王国

赠送“总会”第７期特刊《携手走过十周

代表陈永山，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潮

年》、第五期《墨缘》、及《靠人不如靠

州会馆主席蔡汉强、前泰国副总理兼教育

制度》（中英泰）等书籍。

部长乍都隆、中国驻泰前大使晏廷爱暨夫

大会开始，留中总会主席张永青学

人，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胡东成、深

长致欢迎词，他说：今天来参加泰国留学

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马辉，天津大学

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活

副校长冯亚青、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王

动的，有来自天津大学冯亚青副校长，包

豪杰、厦大副校长兼校友总会副会长詹新

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教授、北京大学诗

丽，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办公室主任赵明

琳通公主的中文书法老师张振国教授，清

光、及厦大香港校友前会长蔡丽影等，还

华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胡成东，厦门大学

有姚宗侠、梁冰，陈卓然、陈绍扬、李桂

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华侨大学华文教

雄、陈汉涛、罗宗正、张永青、张祥盛、

育办公室主任赵明光，厦大香港校友会前

廖锡麟、蔡志伟、刘先飞、赖锦廷、陈英

会长蔡丽影学长等带领的代表团。

中国驻泰王国大使管木阁下与贵宾及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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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江苏大学、
天津大学、厦门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暨南大学、中山
大学等党委书记、校长，以
及张九恒前大使送来的贺词
贺信。
十年前在尊敬的中国驻
泰王国晏廷爱大使的积极推
动下，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

留中总会合唱团表演大合唱《留学中国校友之歌》、
《民生》、《祖国不会忘记》等等。

会成立了，我们搭建了一个
平台，让曾经在中国１６０多所

效的工作，先后成立了文

触良深。十年来，总会在

大学就读的３，０００多位学子在

艺写作学会，留中大学出

历届主席的领导和诸位理

这里携手相聚。并为泰中友

版社、留中合唱团、留

事的共同努力下，总会的

谊、弘扬中华文化贡献自己

中总会奖助学基金会等组

各项会务拓展顺利，取得

的爱心。十年的芬芳路程，

织。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目共睹的成就，赢得了

我们举办了许多有益的活

有色的。总会还和我馆联

泰华各界广泛的赞誉。

动。

合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留中总会十年的发展应

六十周年电影周、华文教

归功于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师培训、华文文学讲座、

归功于为中泰友谊作出杰出

中文书法比赛等丰富多彩

贡献的泰国诗琳通公主殿下

的活动、特别是总会积极

的指导和关心。也是全体校

组织捐献中国汶川大地震

友积极参加，无私奉献、努

和捐助泰国去年大水灾等

力工作的结果。

爱心活动，充分体现了校

潮州会馆主席蔡汉强

管木大使的致词热情洋

友们乐于奉献、服务于泰

代表潮州会馆致以热烈的

溢。他说：十年来留中总会

国社会、同时心系祖籍国

祝贺，和对留学中国的各

历任主席和广大校友们为加

人民的高尚情怀。

位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强友谊、相互交流，为促进

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

留中总会创会至今，已有

中泰友谊做了大量的卓越有

庭代表中华总商会表示热

十年历史，在历届主席和

烈的祝贺，他深情地说：

诸位理事们协力领导下，

十年前，我参与总会成立

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的筹备工作，也担任总会

用，增进泰中两国传统文

第二届主席，亲眼目睹经

化等交流合作作出巨大贡

历了总会的成长历程，感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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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交接仪式开始，由与会驻泰王国大使
管木阁下，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主席和潮州
会馆蔡汉强主席见证。由第五届主席张永青学
长把印信交给第六届主席廖锡麟。
廖锡麟主席接领印信后说；今天我感到
十分荣幸得到留中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的信任推
选我为第六届主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抓紧时
间，以校友总会的创会宗旨为指导思想，团结
全体理事和校友，使校友总会这个发扬泰中友
谊文化和交易交流的平台，起到更加积极的作
用。
近年来我有机会多次到北京母校访问，对
我启发很多，其中学了一句格言“行胜于言”
，也就是说，行动胜过只讲不做。我希望今后
我们的理事会能朝这个方向努力，大家同心协力，一起行动起来，关心和协助校友会的工
作。群策群力，坦诚地提出宝贵的意见，监督我的工作。千万不要以为校友会的事务是主
席一个人的事情，让他独断独行就可以了。
文艺节目表演，首先由留中总会合唱团在赵一平指挥下雄壮的大合唱《留学中国校友
之歌》、《民生》、《祖国不会忘记》的歌声中拉开序幕，接着由留中总会合唱团和留中
总会年轻合唱团，以及来自中国五个大学的艺术家，共同演出１６个彩节目，每个节目都博
得热烈的掌声。其中有来自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叶飞声笛子独奏《早晨》，华侨大学郭伟独
唱《我像雪花天上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张宇恒独唱《阳光路上》，华侨大学叶彦独唱
《春天来了》，郭伟和叶彦男女对唱《举杯吧朋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小璐独唱《笑
之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郁露演唱京剧《火烧博望波》等，最后以留中总会青年合团男
女声表演唱《相亲相爱》为压轴歌曲而落幕。由于节目精彩，菜肴可餐，整个会场基本没
有人退场，庆祝大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会上还获得社会贤达和校友热情的赞助，合计３，４４９，７００铢。其芳名待后报导，在此，
先向热心赞助的贵宾与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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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学子举办两大盛典联欢会

庆祝泰中建交３８周年暨留中总会１１周年庆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举办的“留中学子——庆祝泰中
建交３８周年暨留中总会十一周年
庆联欢大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星期日）在那莱大酒店隆重举
行。中国驻泰王国大使宁赋魁阁
下暨夫人初庆玲女士、方文国参

左起：廖锡麟主席、宁赋魁大使、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刘暹有、
潮州会馆副主席黄迨光致词。

赞，汉办驻泰王国代表陈永山，中国曼谷文化 为校友交流歌唱、交流写作、交流书法交流情
中心主任蓝素红、副主任田善亭、中华总商 感的平台，同时在促进中泰两国传统友谊和经
会副主席刘暹有、潮州会馆副主席黄迨光、 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也
廖锡麟暨夫人、陈汉涛、罗宗正、张永青、张 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祥盛、蔡志伟、刘先飞、巫庭光、许家训、赖

去年，我被选为第六届主席以来，在全体

锦廷、罗铁英、梦莉、邓玉清、卢瑷珊、张祥 理事和属下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下，各项会
裕、郭少康、谢均鸿、曾纪贞、何韵、杨宏 务也得到顺利地开展，我们联合各社会组织，
斌、苏佩吟等五百多人出席，场面热烈而温 举办了种种活动，赢得了社会人士的赞誉。
馨。

借此机会，感谢泰华各侨团、侨社的支持
与会者，赠送“总会”第７期特刊、《雨 和爱护，特别要感谢中国大使馆的爱护、指导

后彩虹》、《北京恋曲》、及《逆思维心理 和支持。同时也要向为留中总会的会务开展而
学》、《大脑养生书》（中英泰）等书籍。

出钱出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校友们表示衷心的

大会由钟庆辉和张玉娇主持。留中总会主 感谢。
席廖锡麟学长致欢迎词，他代表留中总会向莅

宁赋魁大使在致词中说：泰中之间文化交

临的贵宾和学子们表示的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 流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感谢！

就有泰国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今天，泰国留学

他说，留中总会成立于２００２年，诗琳通公 生到中国求学已达到１．６万。在这种形式下，留
主恩准赐任永远最高荣誉主席，并赐墨宝：“ 中总会应运而生。
泰中桥梁”。这幅墨宝给全体留学中国校友莫
大的关怀和鼓舞，成为学子们的指南。

总会成立１１年来，广泛组织在中国各个大
学留学的泰国校友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加

我们总会已走过１１年的风雨岁月，在历届 强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与祖籍国的联系。
主席的领导下，总会已成为校友温暖的家，成 通过历任主席和广大校友们的努力，总会机构
规模越来越壮大，会员数量不断增加。总会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服务泰国社会，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总会主席廖锡麟先生是泰华社会知名实业
家，早年留学清华大学。回到泰国后，热心侨
社事业，为推广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付出
留中中会合唱团大合唱《留学中国校友之歌》等。

大量心血，深得泰华各界的敬重和好评。
在泰中合作前景一片广阔的大好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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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校友发挥对泰中两国情况收悉的优势，发挥“桥
梁”的作用，在泰中友好合作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进
而为促进泰中友好传统友谊和互利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刘暹有和潮州会馆副主席黄迨光分
别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潮州会馆致词，热情洋溢的赞语，受
到热烈的鼓掌。
接着宁赋魁大使伉俪与贵宾及总会领导合影，留下珍
留中总会合唱团团员到台下邀请宁大使暨夫人、
贵宾和校友们共跳喃旺舞。

贵的纪念相片。
文艺节目开始表演，首先由留中总会合唱团在赵一平

指挥下雄壮的大合唱《留学中国校友之歌》、《游子情思》、《嘎哦丽泰》。接着特请留中总会
名誉主席刘先飞学长高歌一曲：《望月》，唱得全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凄美的歌声中。此次演出
以留中总会合唱团于今年１０月赴上海进行学习访问、友谊交流和联欢演出的节目为主：女声二重
唱《在银色月光下》、女声表演唱《我们好好爱》，男女声小组唱《明天的太阳》，女声合唱《
山茶花》，男声合唱《少林，少林》，女声小组唱《美丽中国》，女声表演唱《真情永远》，男
女声组合联唱：《含苞欲放的花》、《田野静悄悄》、《在路旁》，节目个个精彩，唱出合唱团
最高的水准，赞誉声如歌声一浪高过一浪。留中总会年轻合唱
团，出了两个节目：男女声小组唱《你不知道的事》，男女声
表演唱《在岁月飞扬》，尤其是后者，歌声和动作配合得天衣
无缝，充满着青春“飞扬”的活力。观众反应很热烈，要求今
后要让年轻校友多出一些节目。厦大校友合唱团，把练了一年
多的表演唱《天蓝蓝》拿出去，舞台上充满着动感，吸引着舞

留中中会年轻合唱团表演《在岁月飞扬》。

台下众人的眼球。在即将结束时，来个临时客串，请公派教师陈国灯老师代表天津师范大学泰国
校友会表演《少林拳》，洗练干净的动作，喝彩声阵阵。最后是泰国民间集体舞《喃旺舞》，留
中总会合唱团团员到台下邀请宁大使暨夫人、贵宾和校友们共舞，全场一片欢腾。
会上获得热情赞助的，计有廖锡麟五十万，张祥盛二十万，陈汉涛、罗铁英、刘敏各十万、
刘先飞、张永青、张祥裕、蔡志伟、赖锦廷、黄迨光、梦莉、卢瑷珊、陈金苞、邓玉清、巫庭
光、清华大学泰国校友会、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各五万，曾纪贞四万，天津师范泰国校友会、
华侨大学泰国校友会、罗宗正、许家训、何韵、陈戊庆、丁佩佩各二万、谢均鸿、郭少康、苏佩
吟、北外专、留中书法文化协会各一万，邓春珍、李文海、高绍良、王绍麟、陈碧达、丁素琴、
钟爱祥各五千、刘淑华、刘丹睿各四千，广州现代肿瘤医院、何锦江、吴静敏、苏佩琼、黄安生
各三千，丁有理二千五百，阿通二千一百，温沙南、林太深、谭国安、范基山、庄秀琴、刘德
灵、陈汉民、徐碧玲、赖汉敏、张瑞瑜、刘惠明、陈贤德、陈筠生、李友忠、胡嘉勋各二千，黄
爱珠一千五百，高培基一千二百，赵秀芬、王志远、李勉生、陈良道、吴昭虹、胡马文莹、方天
伦、康健龙、林宏展各一千，共近二百万铢。在此，向热心赞助的贵宾与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驻泰王国大使宁赋魁伉俪与贵宾、留中总会领导及合唱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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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中学子庆祝中泰建交38周年
大型文艺晚会
暨《泰中桥梁》画册首发仪式

泰国留中学子庆祝中泰建交３８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暨《泰中桥梁》画册首发式剪彩，
左 起 ： 中 国 银 行 曼 谷 分 行 行 长 车 军 、 李 桂 雄 、 梁 冰 、 玛 塔 娜 、
侯映辉、功
•
塔帕朗西、乍都隆
•
彩盛、管木、廖锡麟、吴宏丰、甘雅拉、罗宗正、张祥盛。

由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新华社曼谷分社、朱拉隆功
大学孔子学院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晚上，联合举办泰国留中学子庆祝中泰建交３８周年大型
文艺晚会暨《泰中桥梁》画册首发仪式在朱拉隆功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管木大使、泰
国教育部长乍都隆 • 彩盛、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 • 塔帕朗西、 中国银行曼谷分行行长车
军、 朱大副校长 Ｐｒｏｆ．Ｍ．Ｒ．Ｋａｌａｙａ Ｔｉｎｇｓａｂａｄｈ， Ｐｈ．Ｄ．、邱宁一秘、吴宏丰、廖锡麟、姚宗
侠、罗宗正、张祥盛、梁冰、欧史里、梦莉、杜莎蒂 • 帕侬荣、梁润潮、陈振治、李桂
雄、明大军、温华声、正大集团代表侯映辉、张仲威、徐光辉、王杏生、邓玉清、卢瑷
珊、郭少康、何韵等嘉宾，及来自泰国１９所大学的校长、教师，泰国华人社团负责人、
留中学子、在泰中国留学生逾一千人出席本次活动。
管木大使首先致辞。他说，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中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中泰两
国人民的友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３８年来“中泰一家亲”已深入人心。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无论面对何种考验，中泰传统友好关系始终保持健康发展，成为不同类型
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
管木大使说，中泰友好事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留中学子
的鼎力支持。中泰两国建交前，即有很多泰国学生到中国各
地的大中小学留学，建交后留学人数逐年增长。作为留学中
国的杰出榜样和代表，诗琳通公主殿下担任泰国留中大学校

乌隆中华民族音乐艺术团演奏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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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总会永远最高荣誉主席，亲力亲为地激
励和推动众多留中学子为中泰友好做出贡
献。留中学子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泰
中桥梁”。翻开首发的这本同名画册，我
们看到了历史的一个个瞬间，也看到了一
代代留学生们为中泰各领域友好合作洒下
的辛勤汗水。
管大使指出，站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历史新起点上，展望未来，希望中
泰之间的友谊桥梁越来越坚固，合作道路
越走越宽广。
在３８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在两国政
府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中泰关系必将谱
写更加光辉和宏伟的篇章。
泰国教育部长乍都隆用标准的中文致
辞，他说自己也是留中学子， ２００８ 年曾
在北京大学学习过汉语。高度赞扬了两
国友好关系和中泰教育部门在留学生交
流、汉语教学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他表示
相信，随着中泰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建立，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
段，谱写出新的篇章。
泰国留学中国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
在致辞中，首先阐述了泰中建交３８年来，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已
发展成为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已经步入
了“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的阶段。
廖锡麟主席还谈到泰国留学中国大
学校友总会成立，诗琳通公主恩准赐任永
远最高荣誉主席。在留中总会５周年庆之
际，公主赐予墨宝：“泰中桥梁”。这幅
墨宝是对全体留中校友极大的关怀和莫大
鼓舞，将成为学子们的指南。我们留中总
会在增进留中校友的友谊与合作的同时，
要发挥对泰中两国情况熟悉的特长，促进
两国传统友谊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
作用。
正在北京大学留学的博士努尔潘代
表留学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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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结 束 后 ， 留 中 总 会 永 远 名 誉 主 席 主 席 张 祥 盛 （ 左 六 ） 、 主 席 廖 锡 麟
（左七）、副主席邓玉清（右六）、廖锡麟夫人（右四）上台和留中合唱团合影。

使馆教育组负责人邱宁一秘宣读了袁贵仁部长为《泰中桥梁》画册所作的序言。管木大
使还同嘉宾们为画册首发剪彩，并为泰国教育部长乍都隆等赠送画册。会场外还展出了《泰
中桥梁》画册的精选图片。
晚会上由乌隆中华民族音乐艺术团、留中合唱团、留中青年合唱团、华侨大学泰国校友
军官班联谊会、朱拉大学中文系、华侨崇
圣大学、素攀孔子学院、博乐大学，共
同演出了１４个精彩节目，博得一阵阵的掌
声。
举办庆祝中泰建交３８周年大型文艺晚
会暨《泰中桥梁》画册首发式，得到中国
大使馆教育组，留中大学校友总会、Ｂ１１
留中学子的热情支持和赞助，其中有正大
集团谢国民、廖锡麟、吴宏丰、刘锦庭、
张祥盛、陈汉涛、罗宗正、张永青、毛庭
安、许家训、曾纪贞、陈戊庆、何锦江、
华大泰国校友会等等，值此，特深表致
谢！

当 晚 演 出 观 众 席 全 场 爆 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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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 向宁赋魁大使拜个早年
2014年1月，春节即将来
临，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
会在廖锡麟主席的率领下，永
远名誉主席罗宗正、名誉主席
刘先飞、名誉顾问丁文志、副
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副主席
赖锦廷、卢瑷珊、郭少康、副
秘书长王绍麟、办公室主任曾
心等携带果篮到中国驻泰大使
馆向宁赋魁大使拜个早年。受
到宁大使亲切的接见。

左起：郭少康、王绍麟、刘先飞、廖锡麟、宁赋魁大使、罗宗正、
赖锦廷、丁文志、卢瑷珊、罗铁英。

宁大使说：几十年来，你们为祖籍国的这份情这份意不变，我们非常感动。虽然你们
现在年纪都大了，但仍然为推动中泰友好在继续付出心血，我们确实感到很激动和感动。祝
新年龙马精神，身体健康！
宁大使的这席话，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廖锡麟主席代表留中总会祝大使馆事业蒸蒸日
上，祝宁大使身体健康！告别时，宁大使与大家合影留念。

中国驻泰大使管木接见
泰国留中总会领导
中国驻泰大使管木阁下
于2013年1月22日上午在百忙
中接见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
总会领导，出席接见的有主席
廖锡麟、永远名誉主席：陈
汉涛、罗宗正、张永青、副
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
席赖锦廷、

副主

副主席谢均鸿、

邓玉清、卢瑷珊、张祥裕、郭
左起：谢均鸿、陈美琪、罗铁英、卢瑷珊、赖锦廷、罗宗正、陈汉
涛、廖锡麟、管木大使、张永青、邓玉清、郭少康、张祥裕、曾
心、王绍麟。

少康、陈美琪、副秘书长王绍
麟、办公室主任曾心、副主任

杨玲等等。
管木大使亲切跟大家交谈，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谈了中泰传统友谊的发展，让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形式教育课。廖锡麟主席向大使汇报了新届理事会的组织情况，以及留
中总会2013年工作计划，并听取管木大使的指示。在座的有高振廷参赞兼总领事、方文国参
赞、李青山一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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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向管木大使暨夫人贺新春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2013年 2月
6日上午在廖锡麟主席暨夫人姜恩涓率领下，
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罗宗正、张永青、名
誉主席蔡志伟、巫庭光、许家训暨夫人张
汝惠、副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副主席谢均
鸿、梦莉、邓玉清、卢瑷珊、陈美琪、副秘
书长兼财政陈少威、办公室主任曾心等，携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向管木大使暨夫人贺新春时影。
左起：曾心、邓玉清、巫庭光、姜恩涓、吴慧卿参赞、管木大使、
廖锡麟、陈汉涛、梦莉、蔡志伟、张永青、陈少威。

带果篮参加中国驻泰大使馆假中国曼谷文化
中心举办开门过大年活动，并向管木大使暨
夫人吴慧卿参赞贺新春。

中 国 大 使 馆 教 育 组
周高宇一秘莅访留中总会
2014年6月11日下午，中国大使馆教育组
周高宇一秘和秘书梁友甫莅访泰国留学中国大
学校友总会，和留中总会领导交换今年工作计
划，周高宇一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的意见。

右起：曾心、李自珉、赖锦廷、廖锡麟、周高宇、罗铁英、杨玲。

留中总会领导热烈欢迎周高宇一秘前来指导工作，廖锡麟主席亲自主持了座谈会，参加的
还有赖锦廷副主席、罗铁英副主席兼秘书长、李自珉理事、曾心主任、副主任杨玲、林康鸿秘
书等。
在今年年初，留中总会廖锡麟主席与曾心主任到中国大使馆，和教育组周高宇一秘等商谈
合作事项。其中有一项是泰国学生申请留学中国奖学金的建议，因为现在到中国留学的泰国学
生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是有实际的经济困难，所以希望中国大使馆教育组给予帮助，增加提
供更多的奖学金，让泰国学子完成到中国留学的心愿。
中国大使馆教育组周高宇一秘把留中总会的提议落实了，安排分配了今年六个到中国云南
师范大学的硕士全额奖金（含学费、住宿费、基本教材费、生活费、门诊医疗服务、综合医疗
保险），这是中国大使馆教育组对留中总会工作给予最大、最有力、最强劲的支持。
座谈中周高宇一秘告知，中国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兼
副院长魏红教授将到泰国访问，加强中泰教育事业交流。还有今年汉办代表处的工作主题是“
郑和下西洋”，将会举行相关活动，地点在大城、普吉、曼谷，等等，希望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校友总会配合。
留中总会也透露今年的工作计划，7月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和文学讲
座，8月份青年组郊游活动，9月份中医保健讲座和中秋联欢会，11月留中总会成立十二周年校
友联欢会，都期望大使馆教育组参与和帮助。
就此周高宇一秘答应将尽力给予具体可行的帮助，对此留中总会领导表示深深地感谢。接
着由留中总会廖锡麟主席代表总会向周高宇一秘赠送总会出版的书籍，最后与会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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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理事会
通 过 多 项 决 议
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２日（星期六）在帝日酒店二楼
举行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由主席
廖锡麟和秘书长罗铁英共同主持。
廖锡麟主席语重心长谈了总会的

碧达；理事：罗英杰、范基山、张贞杰、高绍

宗旨，工作任务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

良、廖志营、温沙南、罗雁列、李文海、陈文

题，倡导在思想上要创新，在工作上要

彪、李自珉、张纬城、梁忠翥、谭国安、蓓洁

抓重点，在经济上要节流开源。永远名

宋卡拉克、韩宗渭、马梅洲、符绩忠、黄绯凡、

誉主席陈汉涛、张永青先后也发了言。

林太深、刘淑华、何锦江、邱阳、丁佩佩、钟庆

理事们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有益的建

辉、陈戊庆、刘国汤、余秀兰、吴鸿源、刘飞

议和意见。

雁、黄昆临、丁素琴、曾心、杨玲（以上是日出

•

会上通过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席）。赵秀芬、吴令平、刘汉城、李志雄、何

与职务；通过２０１３年工作计划；２０１３年

福祥、廖兴国、周美光、苏 达 • 帕侬荣、马丽

开支预算，还公布了理事会成员赞助名

丽、陈伟林、丁有理、张琦、丁丁、张英哲、林

单与款额。

兆祥、陈卓钦、毛庭安、张诗伟、陈新华、张振

第六届理事会荣誉主席、名誉主
席、名誉顾问等暨理事名单与职务
永远最高荣誉主席：诗琳通公主
永远荣誉主席：陈有汉、谢国

川、廖绵才、吴和好、张向泉、刘亿鸿、赖应
奇、陈崇勤（以上是日因故不能出席）
有关２０１３年工作计划，经过热烈的讨论，通
过以下的决定：

民；资深荣誉顾问：晏廷爱、张九桓、

１月份，出版第六届理事会名册。２月５日，

管木；荣誉主席：吴宏丰、陈汉士、姚

参加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落成暨拜年。３月份，组

宗侠；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刘锦

织茶会清谈（陈金苞主持）。４月份，第十三期

庭、罗宗正、张祥盛、张永青；名誉主

教师培训班（与教师公会等合办）。４月２３日，

席：颜开臣、丘夏莉、陈金苞、刘先

前大使张九桓书法展（与南美公司合办）。５月

飞、陈英实、蔡志伟、巫庭光、许家

份，文化或经济讲座。６月份出版校友文集。７月

训；名誉顾问：陈贞煜、杜莎娣 • 帕侬

份，文学讲座及新书发布会（留中总会文艺写作

荣、华妮 • 帕侬荣、金晋煌、萧廷理、

学会负责）。８月份：Ａ．

萧亮达、丁文志、侯志勇、刘敏。

龄球比赛等（青年委员会负责）。Ｂ． 在水上市场

年轻校友郊外活动或保

主席：廖锡麟。

举办中小学书法比赛（约四百名，硬笔和软笔）

副主席：赖锦廷、罗铁英、谢均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与易三仓孔子学堂合

鸿、梦莉、邓玉清、卢瑷珊、张祥裕、

办）。９月份，保健讲座和中秋晚会。１０月份：Ａ．

郭少康、陈惠芳、陈美琪、陈安业、曾

中国电影周（待议）。Ｂ．双语口译比赛（留中总

纪贞；秘书长：罗铁英；副秘书长：

会翻译创作学会负责）。１１月份联欢大会。

王绍麟、陈少威、吴献群、林栩、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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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会后，合影，共进晚餐。

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主办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泰华作家协会承办

中国名家讲坛 文学和养生讲座 获好评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驻
泰王国大使馆主办；泰国留学中国
大学校友总会、泰华作家协会承办
的“中国名家讲坛”，于本月１７日
（星期日）在帝日酒店宝伦厅举
行。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方文国参
赞、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泰华作
左起；赖锦廷、梦莉、贺娟、方参赞、廖锡麟、程郁缀、丁阳。

协会长梦莉、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

会会长赖锦廷等近二百名出席。
此次“中国名家讲坛”，是由国务院侨办宣传司主任科员丁阳女士领队、北京大学教授程
郁缀，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贺娟为本次讲座专家。由于两位教授都曾在“百家讲坛”和“养生
堂”主讲过，在中国已造成很大的轰动，而对泰国华人也并不陌生。因此听众，有来自曼谷郊
外，还有来自各府，有几位拄着拐杖而来，也有德国、泰国汉学家，场面热烈而感人。
讲坛上由张琦当主持，分别由方文国参赞，泰华作家协会会长梦莉，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
会会长赖锦廷致词。之后，上半场由程郁缀教授主讲《古典诗歌欣赏与人文素质提高》，下半
场由贺娟演主讲《〈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程郁缀教授学识渊博，口才一流。他开宗明义地说“中国
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一个广袤天宇，而唐诗则是诗歌天宇中最灿
烂的银河！这条银河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星星和星座组成的”
。接着他从《诗经》讲到《楚辞》，又从《汉乐府》讲到六朝
诗——陶渊明田园诗。重点谈了唐诗。他风趣作了比喻：“唐诗
程郁缀教授演讲
重情趣——读唐诗如饮美酒；而宋理趣——读宋诗如品名茗”。
他具体分析了王维、李白、杜甫、张藉、孟郊等诗人的名诗名句。他慷慨激昂地作了总结“以

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不但在华夏史册上光芒永放，而且在炎黄子孙的心灵中魅力永存！”程
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感情充沛，情不自禁地加上表现一些内心感情的动作，让整
个会场的听众：目随师转，思随言动，情为意牵，如痴如醉。
贺娟教授既有深厚的医学理论，又有丰富临床经验。她说《黄帝内
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经典，被视为“医学之宗”，《黄帝内经》不仅构
建了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养生学思想，具体包括七大
养生法则，又讲了和于术数；选择与身体和谐的养生法术，包括有叩齿、
揉风池、擦涌泉、挫耳、踮脚尖等等。最后讲了饮食有节、寒温适宜、
饥饱有度、五味调和等实用有效的养生健康知识。她还结合各种“养生法
术”做了现场示范动作，引起听众浓厚兴趣，纷纷跟着做起来。
“中国名医讲坛”是首次在泰国开讲，虽是高层次学术讲座，但听众
贺娟教授演讲

都很投入，几乎没有人先退场。不少听众要求，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今
后多派专家来讲座，让海外侨胞也能享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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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台，左起：赖锦廷、吴岸、司马攻、方参赞、廖锡麟、梦莉、
吕进、孙德安。

泰华作家协会和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承办

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在曼谷隆重召开
由泰华作家协会和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承办的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８日至９日在曼谷帝日酒店隆重召开。这是东南亚华文诗人聚首和中国两岸四地接
轨，促进汉语新诗创作和诗学发展的盛会。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
南、文莱、缅甸、泰国等代表，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特邀代表共一百多人，
欢聚一堂，共同启动一个多元的、具体的诗歌诗学交流的平台。
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是由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发起的。该笔会创会于２００６
年，先后在中国韶关市、越南胡志明市、中国遵义市、青岛市、汶莱等举行了６届大
会。
此次大会的举办正逢泰国政局动荡不安之际，主办单位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如期召
开了。东南亚华文诗友们，无不感到无比的兴奋，踊跃报名参加。此次大会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属历来之首。不能出席者，写来贺词和贺诗。
是日大会，在主席台就座有：中国驻泰大使馆侨务参赞方文国、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泰华作家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会长梦莉、留中总会文艺写
作学会长赖锦廷、东南亚华
文诗人笔会常务理事吴岸、
孙德安、中国诗学名家吕进
教授等。
泰国留中总会主席廖
锡麟主持会议，在热烈的掌
出席大会的各国诗人们。
声中宣布大会开幕。
方文国参赞在致辞中说：“诗人是缪斯女神的爱徒，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的
歌手。华侨华人在东南亚这片热土上的奋斗与创造的奇迹，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不竭
的源泉。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形
成了持续的学习中文热潮，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他们用手中的彩
笔，抒发人生的激情与理想，讴歌壮丽的山川和江河，传颂人间的真情与善良，用诗的
语言描绘和歌颂千百万华侨华人对东南亚这片美丽土地的热爱，对当地人民给予帮助的
感激，对故国与家乡的思念，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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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与会者合影。

梦莉会长在致辞中说：“佛家常
说：缘分是前世修来的。今天我们能走
在一起，相聚于湄南河畔是缘分，是“
诗缘”紧紧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要珍
惜这次相聚，通过这一次聚会，我们志同
道合，诗结情缘，共同推动东南亚诗歌的
繁荣发展，让亮丽丽的新诗，在东南亚的
天空上闪耀，并向世界华文诗歌的天地延
伸。”
孙德安先生代表东南亚华文诗人笔
会在致辞中说：“今天，我们相聚在此，
是沟通，是对话，交流情感、增进共识、
欣赏诗歌、享受诗歌，重温诗歌的荣光，
使诗歌成为提高精神的健康，提高生活的
素养，提高心灵的高贵。”
赖锦廷会长在致辞中说：我们承
办“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尽管近
日泰国政局动荡不安，内争不已，但泰国
人民一向热爱和平，又是如此热情好客，
我坚信诸位在泰国一定能平安度过这一段
美好的时光，同时也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
和关心下，大会一定获得成功。”
泰华作家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
即席发言，谈了的“笔会”的最早起源，
应是“兰亭序”，同时建议６９期（下一
期）《泰华文学》作为第七届东南亚华文

诗人笔会大会的专辑，刊登大会的论文、
诗歌等。
致辞完毕，由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
常务理事吴岸、林小东、孙德安先生颁发
纪念盾给云鹤夫人秋笛女士。
纪念盾上镂刻着“云鹤飞翔，绵延
不息”。之后，大会全体诗人合影留念，
结束了上半场由张琦当主持人议程。
下半场由吴小菡当主持人，进行大
会主题讲演。有西南大学教授、著名诗
学家吕进的《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中国参
照系》，马来西亚著名诗人的《东南亚是
诗的沃土》、汕头大学《华文文学》主编
张卫东的《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诗的表达策
略——以东南亚华文诗歌为例》。
下午由马来西亚诗人王涛主持，继
续演讲有台湾著名诗人林焕彰的《我喜
欢的六行小诗——摸索寻找东南亚小诗
的路向》、中国《诗歌月刊》“海外汉
诗”栏目特邀主持人赵东的《论东南亚
华语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台
湾著名诗人、台北化工大学副教授白灵
的《小诗风潮之路——从泰华七本小诗
磨坊谈起》、新加坡著名诗人郭永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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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友合影。

国著名诗人岭南人的《回首２００６年，６月
的榕城——给“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
会”。之后，与会者自由互动发言，交
流，场面热烈，充满着诗人的气质和活
力。
之后，由常务理事吴岸、林小东、
孙德安主持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会员大
会，商讨会务的开展、财务报告，及第
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等事宜。

《五月的天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郭惠芬的《抒写今古爱情，采撷中西
意象——试谈淡莹诗歌中的情爱书写及
其意象经营》、泰国崇圣华侨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范军的《泰华艺苑新葩——小
诗磨坊诗艺散论》、中国华侨大学副教
授涂文辉的《黑夜中的一颗星——评缅
甸华文新诗集——＜五边形诗集＞》、泰

八位朗诵诗歌者合影。

晚上，由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与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联合宴请正式代表，并举行
了专场的诗歌朗诵会，由张琦 、 吴小菡、王涛主持，分别由张琦 吴小菡、张思思、
孔屏、郑燕燕、李斯恩、马羚、梦凌、棉棉等配乐诗朗诵。朗诵会经过主持人的精心筛
选，共朗诵了东南亚华文诗人和中国两岸四地的佳作共２８首，其中有泰华小诗磨坊的诗
连线《磨坊花语》、林焕彰的 《我的岛屿》、岭南人的《柠檬茶的下午》、吴岸的《我
何曾睡着》、金苗的《我爱祖国的清晨》、心受的《思念的出口》、云鹤的《有感》、
秋笛的《遥寄》、林小东的《手机》、孙德安的《海风》、过客的《失去的一只鞋——
献给忘妻》、杰伦的《寂寞月牙池》、旭阳的《春天在你们的脸上飞舞》、白灵的《不
如歌》、王涛的《潮讯》、秦林的《啃草的灵魂》、钟灵的《五月棕》、秋山的《琴
手》、海庭的《试问人间何世》、卜汝亮的《我没有见过中国的月亮》、郭永秀的《登
泰山》、林锦的《请不要怀疑我，不出门说来过》、马羚的《卖头花的少女》、吴小菡
的《母亲是莲》、梦凌的《思念，在深秋里》、周德成的《竟迷惘在——生命转弯的境
地》、晨露《 小小黄花》、刘一氓《小镇车站》、吕进的《守住梦想》。
朗诵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从配乐，到把握诗的情感，以及朗诵的技巧都达到泰华朗
诵界的高素质、高水准，给第７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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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厦门召开

留中总会廖锡麟主席率团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宁（前排中）与泰国留中总会代表团全体成员等在会上合影。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以廖锡麟主席为团长出席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厦
门．泉州召开的第十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代表团共有２０人，团长廖锡麟、名誉团
长张永青、副团长赖锦廷、张祥裕、卢瑷珊、郭少康、顾问邢福扬、许家训、秘书长曾
心、团员岭南人、林太深、何锦江、廖志营、廖绵才、刘淑华、吴小菡、若萍、杨玲、
廖淑芳、梁艳芬等。
２２日下午代表团抵达厦门机场，厦大人文学院院长、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周
宁、厦大校友总会副秘书长石慧霞等亲自到机场迎接。
第十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会议课题是“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创作与批评新探
讨”。主办单位：厦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泉
州师范学院及菲华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与会代表，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新西兰、日
本、南韩和大陆、台湾、香港等１６０多位，提交大会论文１００多篇。
５月２４日上午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举行隆重开幕仪式，首先由周宁会长致开
幕，随之由厦门市宣传部、厦大校领导、与会代表江一涯、廖锡麟、黄科安发言。
廖锡麟主席在致辞中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山水毗连，海天相望。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就有中国人移居南洋，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一道在这片热土上生活
与奋斗，也有作家、诗人用手中的彩笔，抒发人生的激情与理想，讴歌壮丽的山川与江
河，传颂人间的真情与善良，歌颂华侨华人对东南亚这片美丽土地的热爱，对当地给予
帮助的感恩，对故国与家乡的思念，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因此，反映东南亚生活的文学
作品，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
事实证明：真正的“华文文学”的根基在东南亚，在有大批的华侨华人的蕉风椰雨
中。
厦门地区以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享誉海内外的研究重
镇，早在１９９９年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之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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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廖锡麟主席还介绍留中总会属下文艺写作学会的基本情况，如每年出版一
本校友文集，并举办文学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曾邀请了与厦门有关的教授、作家、评论
家主讲，如刘再复、庄钟庆、周宁、刘登翰、陈慧瑛、舒婷、陈仲义、陈天助等。这次
出席大会几乎是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领导和成员。这显示了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
会对推动泰国华文文学发展、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工作的重视，我们将和各国朋友一
起，继往开来，为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贡献力量。
开幕式之后，在室外合影留念。下半场，应邀演讲人：张炯、萧村、骆明、郑学
檬、柯清淡、杨松年、曾心。曾心主讲的题目：《泰华闪小说的崛起》。下午乘车前往
泉州师范学院开会。在 “泰华与马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变化” 的第二组里，岭南人宣
讲的题目：《探讨六行内小诗之诗体建构——从＜小诗磨坊＞说起》，林太深宣讲的题
目：《十年回眸——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十年脚印》，都受到好评。
又讯：２３日上午九时，留中总会代表团访问厦大教育研究院，受到该院党委书记郑
冰冰和院长刘海峰等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亲切的交谈，还参观该院的资料室。十一时厦
大副校长詹心丽在泰国丁蔡悦诗伉俪捐赠的“颂恩楼”第１６楼会议厅接见代表团，廖主
席与詹副校长进行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之后，引领大家登上２１层楼鸟瞰整个厦
门市全景，中午詹副校长在逸夫楼餐厅设宴招待。下午，代表团访问厦大人文学院，受
到院长周宁，及该院属下八个单位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双方进行亲切的交谈。会上，周
宁院长颁发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聘任廖锡麟为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名誉顾问的聘书。廖锡
麟团长高兴地接领，即席致了热情洋溢的谢辞，并以留中总会代表团的名誉献给东南亚
华文文学研究会二万元，以推动发展文学事业。
２３日晚上，泰国留中总会代表团在逸夫楼设宴招待厦大领导和各地友好，厦门大
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厦大校友总会秘书长曾国斌、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宁、前
会长庄钟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张炯，知名作家陈慧瑛、陶然、骆明、
萧村、程思良、朵拉、柯清淡、江一涯，著名诗人林焕彰、白灵、评论家刘登翰、杨松
年、戴冠青、张卫东、孙基林、刘红林等近６０名出席宴会。
杨振斌书记与廖锡麟主席原是清华大学校友，在宴会上，双方的致辞都谈了一段校
友相见心中的感怀，令人兴奋，增添宴会的欢乐气氛。
另：此次赴会赞助芳名：廖锡麟５万铢、张永青、张祥盛各３万铢、赖锦廷２万铢、
罗宗正、张祥裕、郭少康各１万铢。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中）与泰国留中总会代表团领导在晚宴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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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成功举办
管木大使、廖锡麟主席致辞、侨教首长、留中校友３００人出席观赏电影
在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支
持下，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与泰国
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联合主办
的“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于６月
８日下午２：３０时在“曼谷中国文化
中心”隆重开幕。中国驻泰王国
大使馆管木大使阁下、秦裕森参
赞、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蓝素红主
任、田善亭副主任、泰国潮州会

左：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蓝素红主任主持“中国电影周”开幕式。
中：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管木大使阁下致词。
右：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致词。

馆副主席、泰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梁润潮、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黄迨光、泰国华文民校协会梁
冰主席、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
席、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主席罗宗正、留中总会名誉主席刘先飞、刘敏、留中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副主席邓玉清、卢瑷珊、陈惠芳，理事、校友等近三百人出席了开幕
式和欣赏中国电影。

前排右起；黄迨光、罗宗正、管木大使、廖锡麟、秦裕森、梁润潮。
第二排左一陈汉涛、右一梁冰、右二、卢瑷珊等等。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自成立以来，受到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的信任和委托，从２００２
年举办“中国电影周”至今已有六次。此次是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今后将不定期多次放
映，故改名为“中国电影欣赏”。
开幕式由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蓝素红主任主持，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管木大使阁下、泰国留
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分别致词。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蓝素红主任说：六月的曼谷瓜果飘香，六月的曼谷热情似火。今天，在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这座美轮美奂、融合了中泰两国文化元素的古朴建筑中，我们共同见证“中
国电影欣赏”活动的隆重开幕。将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介绍给泰国民众、让泰国观众了解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是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有幸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全力支
持下，与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合作，共同举办“中国电影欣赏”活动。这是曼谷中国文
化中心自启动运营以来推出的首个常态化项目，中国电影奖自此在曼谷定期放映！

21

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管木大使阁下致
词中说：今天，我们欢聚在去年１１月由中泰
两国总理揭牌，今年初刚刚启动运营的曼谷
中国文化中心，共同出席由曼谷中国文化中
心和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联合主办
的“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开幕仪式。在此，
我谨代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对此次活动的成
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
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承办的“中国电影周”已在曼谷连续举
办多年，泰国人民通过电影周放映的中国影片进一步了届中国的文化、历史及风土人情，为增
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和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校友总会又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合作机制在曼谷中国文化
中心举办下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中泰文化交流合作平台的内容，也必将成为泰
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
此次“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活动展映的片目有纪录片《周庄古镇》和电影故事片《泰囧》
，相信各位来宾都能从影片中感受到《中国第一水乡》周庄的文化底蕴和魅力，同时，在泰国
拍摄并在中国取得１３亿人民币票房的《泰囧》将伴随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
最后，我预祝此次“中国电影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致词说：留中总会自成立以来，受到中国驻泰王国
大使馆的信任和委托，继２００２年举办“中国电影周”至今已有六次，每次都是用商业电影院。
此次是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有如在自己的家，感到特别的温馨。有这样理想的场所，今
后将不定期多次放映，因而改名为“中国电影欣赏”。
此次电影欣赏，将为观众放映两部中国电影，即：纪录片《周庄古镇》，故事片《泰囧》
。《周庄古镇》将让观众欣赏中国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美景。《泰囧》是一部笑剧，在中国放
映时创下高票房的纪录。而在泰国观众眼中怎样呢？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笑不出声来，有
人觉得是在胡闹，太荒唐了。对一部影片的欣赏，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心理，
不同的感受，是正常的事。欢迎观众看后，能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造成一个“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电影争论新局面。
祝愿“２０１３中国电影欣赏”获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结束后，在场贵宾与观众一同观看两部电影：纪录片《周庄古镇》，和故事片《泰
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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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中 总 会 与 广 州 现 代 肿 瘤 医 院 联 举

现代医学保健讲座与义诊深受欢迎

左起 ：陈汉涛、林绍华、廖锡麟、刘履光、彭晓赤。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与广州现
代肿瘤医院联合举现代医学保健讲座与义诊

识。希望大家采用自我保健的方法，获得健康
长寿的人生。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４日在帝日酒店二楼举行。听众

广州现代肿瘤医院院长林绍华在致辞中，

约二百名，座无虚席，有的推着轮椅车来听

着重介绍广州现代肿瘤医院的规模、在抗癌治

的，深受欢迎，场面热烈而感人。

癌所取的治疗成果，引起听众的瞩目。

会议由留中总会理事高绍良医师主持，

主治医生刘履光教授主讲《远离癌症伤害

他分别介绍座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主席廖锡

享受健康生活》。她开宗开宗明义指出：癌症

麟、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广州现代肿瘤医

是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

院院长林绍华、刘履光教授、彭晓赤教授、

慢性病。随着科技发展，新技术、新手段和新

钟桂强医师。他的开场白，直接切入当前肿

理念的贯彻和应用，让肿瘤患者康复不再是遥

瘤的严重性，引起听众的高度重视。

远的事情。事实证明，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很多肿瘤患者可以完全治愈。
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１０００万人，死亡：
８００万人。在新增患者中，有７００万病例出现在
发达国家，分析是与饮食、缺乏锻炼及肥胖、
超重，生活习惯 有关。她提出癌症的三级预防的
措施，以及癌症诱发的因素。最后，她说：紧
握预防癌症这块金牌，远离致癌因素，迭择先

左：高绍良主持会议，右：廖锡麟主席接领林绍华院长赠送礼品

廖锡麟主席在致辞中，引用国际抗癌联

进理念，先进技术设备，和大公无私的ＭＤＴ专
家团队进行治疗，一定能战胜肿瘤。

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说明全球癌症发

主任医生彭晓赤教授演讲《癌症治疗新技

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巴黎抗癌宪章”

术》。他详细介入了现代医学治疗癌症８种新

规定每年的２月４日为世界癌症日，要在全世

技术：介入治疗、冷冻疗法、射频消融 、粒子

界范围内同步开展肿瘤防治的宣传，包括科

刀、基因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纳米技

普宣传、康复宣传等工作。

术。

我们留中总会每年一度的保健讲座会，

两位教授讲授时，都采用投影机，文图

目的就是要提倡自我保健。这不仅是个人与

并茂，同时，还腾出时间让听众提问，有了互

家庭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每一个

动，整个会场很活跃。义诊时，由刘履光教

人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掌握一定的医学知

授、彭晓赤教授和钟桂强医生出诊，候诊者拥
挤，一时排起长龙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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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养生保健讲座大受欢迎
卢松盛医生、悟明大师主讲聆听者约２００人受益匪浅

演讲成功结束后，留中总会领导和演讲嘉宾合影，左起：郑周丽颖、邓玉清、何锦江、
高绍良、卢松盛、许家训、方文国、廖锡麟、悟明、岭南人、黄智荣、悟明太太、曾心。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

生、心理养生、两性养

中国驻泰大使馆侨务

友总会举办养生保健讲座

生、鲜花养生、精神养生

参赞方文国阁下致辞，泰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７日在帝日酒店

等等。

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４楼举行。听众约二百名，

他说，今天诚邀悟明

不断地推动中泰文化和经

座无虚席，有的推着轮椅

先生从厦门特来给大家讲

济交流，举办各种各样的

车来听的，深受欢迎，场

讲音乐养生问题。悟明先

讲座，今天的养生保健讲

面热烈而感人。

生从事音乐制作研究十几

座很有意义，为泰国留中

会议由高绍良医师

年，成绩辉煌。研究养生

总会校友增加保健知识，

主持。首先由留中总会廖

音乐也已经多年，悟明先

同时也进行了中泰养生文

锡麟主席致辞。他说，随

生舍弃一切的名利全身心

化交流。悟明大师演讲的

着每一位年龄的增长，身

投入到禅乐养生的研究教

题目新奇，是音乐养生保

体都不由自主走下坡，体

学中，值得赞誉。他曾受

健，让我们一起聆听，祝

力精力不如前了，所以养

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演讲会成功举行。

生保健逐渐发展成为一股

台湾进行音乐养生的讲

讲座会由卢松盛中医

热潮，但是养生需正确，

学，效果奇佳！泰国是个

师先讲，他讲的题目是《

要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

佛国，他的禅乐养生，一

中医养生保健》，主要内

常。重养生、重保健、治

定会受到很大的欢迎。

容包括５个部分：（１）健

卢松盛学长，是泰国

康长寿基本原则，（２）增

著名老中医，他不仅为开

寿养生调节，（３）学会吃

养生有很多方式；

拓泰国中医事业的合法化

粥喝汤养生方法，（４）人

中医养生、药膳养生、饮

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还

至５０—７０岁易患三高症，

食养生、运动养生、音乐

积累了许多中医日常养生

（５）人到６０—８０阴精、阳

养生、美容养生、季节养

的经验。

气也渐消竭。他以自己在

未病，这是中华民族的大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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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廖锡麟主席、方国文参赞、卢松盛医生、悟明大师。

医疗实践中提出治疗药方，如老人阴虚，

音与健康。（２）音乐的分贝、节奏与人

可服成药：六味地黄丸；阳虚，可用养生

体的健康（３）《黄帝内经》记载的五音

保健方法：人参浸酒等。当场听众对一些

与五脏、五行关系的解密。（４）最后将

老年疾病提出治疗咨询，都得到满意的解

神奇的养生乐舞与人体的奇经八脉、三脉

答。

七轮之间的联系。悟明大师讲解的特点：
悟明大师毕业于厦门大学音乐系，

一是边讲边唱。如讲“六字大明咒”，他

他主讲的题目：“大爱妙音禅乐养生”

能发出天籁之声，地籁之声，人间之声给

。他提出１２个正面的养生妙决：“都好！

你听，让你辨别不同的声音，用哪种唱

都喜！都明！都知！都正！都行！”

他

法，哪种声音才能达到音乐养生。二是边

说，“都”字涵盖宇宙万物，大到最大小

唱边跳。如现场播放着大师制作的养生音

到最小，尊重每个基因。“都好”正是把

乐：《智慧妙音》，他先边唱边跳做了示

一真诚祝福的的信息，传至三千大世界，

范，并讲解每个动作的治疗部位和治效，

让万物都体会到你的大善之心，在五形中

然后请大家站起来，带领全场听众跟着唱

表木，对应肝脏。等等。他还讲了四个问

起来、跳起来，场面很感人，达到轰动的

题：（１） 声音的阐述：声音与宇宙、声

效果。

音与社会、声音与事业、声音与运气、声

全场的听众都跟着悟明大师舞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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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留中总会载歌载舞欢度中 秋

左起 ：董恩瑞、林绍华、陈汉涛、廖锡麟、姜恩涓、卢瑷珊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４
日（星期６）晚在帝日酒店４楼举办中秋佳节

喜团圆 ／ 家庭幸福事事圆 ／ 蒸蒸日上事业圆 ／ 滚
滚而来财运圆。

联欢晚会。留中总会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

广州现代肿瘤医院驻曼谷分院总经理董恩

主席廖锡麟暨夫人姜恩涓、副主席卢瑷珊、

瑞在致辞中说，感谢留中总会让广州现代肿瘤

陈惠芳、广州现代医院院长林绍华、主治医

医院在今天下午有机会联合举办现代医学保健

生刘履光、彭晓赤教授等近二百位校友（主

讲座与义诊，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并祝福大家

要是留中总会及隶属单位的理事），欢聚一

中秋节过得愉快。

堂，共进晚餐，品尝月饼，载歌载舞，欢度
中秋。

演出节目开始，主持人丁有理和曹宇以
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为开头，十分引人。

今晚的联欢会廖锡麟主席委托副主席

当服务员把月饼送到每张桌子时，主持人又宣

卢瑷珊学长致辞。她说：中秋佳节快要到来

布：今晚的月饼是由主席廖锡麟、副主席兼秘

了，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一起提前欢度佳

书长罗铁英、副主席谢均鸿学长赠送的。大家

节，共同度过一个欢乐而温馨的夜晚。

边品尝甜美的月饼，边欣赏精彩的节目，其乐

中秋佳节由来悠久，已有二千多年了。

融融。

传说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嫦娥奔月；二是吴

演出的节目有：留中总会合唱团大合唱《

刚折桂；三是月饼起义。最早是祭月，后来

雨丝》、混声合唱《游子情思》、张纬城独唱

发展到赏月，把严肃祭拜变成了团聚欢娱的

《滚滚长江东流水》、留中总会合唱团女声合

日子。

唱《瑶山夜歌》、男声合唱《飘落》、留中总

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象征，以此又称八

会青年合唱团女声对唱《自己》、岳靓小茜独

月十五为团圆节。团圆祥和是中华儿女历年

唱《风之彩》、刘德孝独唱《เรือนแพ》、留中

来的心愿。我们既期盼家人的团圆，也期盼

总会合唱团男声四重唱《森林水车》、男女声

一个团体的团结，更期盼国家的祥和统一。

组合联唱《含苞欲放的花》、《田野静悄悄》

今晚，我们留中总会属下各个组织的成

、《在路旁》。丁素琴独唱《祖国我的最爱》

员欢聚在一起，边品尝着美味的月饼，一边

、厦大校友合唱团男声表演唱《火苗》、张琦

欣赏精彩的表演，就是留中总会在历届主席

独唱《故乡是北京》、留中总会青年合唱团男

的领导下凸显出是一个和谐的团体，一个“

女声小组唱《全新的世界》等。在演唱期间，

团结、友爱、互助”的团体。

年轻校友演出的节目，最受得年轻校友们的喝

近年中秋节，人们喜欢发短信表示祝
贺。今晚我也给校友们发个短信： 开开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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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卢瑷珊致辞、总经理董恩瑞致辞

彩，他们把最美的一束束玫瑰花送上舞台，送
给他们心中的粉丝。

2014留中总会中秋佳节联欢温馨甜蜜

左起；姜恩涓、卢瑷珊、许家训、廖锡麟、刘先飞、陈汉涛。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２０１４年９月６日

芳女声二重唱《相信》、留中合唱团张琦独唱

（星期六）晚在帝日酒店４楼举办中秋佳节联

《两地曲》、留中合唱团小组唱《鸽子高高

欢晚会。留中总会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名誉

飞》、留中青年合唱团詹国文独唱《国家》、

主席刘先飞、许家训，主席廖锡麟暨夫人姜恩

留中合唱团郑碧群、黄静云女声二重唱《我家

涓、副主席卢瑷珊、陈惠芳等近１５０百位校友

门前清溪流》、张纬城独唱《伏尔加船夫曲》

（主要是留中总会及隶属单位的理事），欢聚

、留中合唱团李淑娇、付素英、刘晖、翁惠君

一堂，共进晚餐，并边品尝月饼，边观赏台上

女声小组唱《衷心赞美》（印度尼西亚民歌）

歌舞，甜蜜而温馨。

、留中合唱团伍春莲、黄雪明女声表演唱《纳

主持人丁有理、曹宇。演出节目开始时，
服务员把月饼和水果送到每张圆桌上。

西情歌》、吴鸿源独唱《叫我如何不想她》、
留中青年合唱团岳亮小茜、娜如梦女声二重唱

留中大学校友总会廖锡麟主席做了热情洋

《我的歌声里》、留中合唱团王克武独唱《乌

溢的致辞。他说：中秋节是华人的传统节日，

苏里船歌》、留中合唱团丁素琴独唱《小路》

华侨先辈把之带来了泰国，以前泰国华人家庭

、厦大合唱团歌舞表演《中国美》、张琦独唱

中秋节晚上拜月。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月

《月亮代表我的心》。其中詹国文的独唱引起

亮神秘的面纱给解开了，月球上并没有神仙，

全场的喝彩，许多人向他献花，并向他道贺。

只有沙漠山丘，所以现代人也少拜月了，从过

主持人曹宇激动地说：“从詹国文精彩的独

去的拜月转变为赏月。而且拜月要具备三个条

唱，我们看到新星，看到了希望。”

件，大而明亮的月亮、晚上的空闲时间、和家

在演出间隙，钟庆辉上台宣布：赞助今

人团圆。现在我们具有这三个条件了，天上的

晚联欢会月饼，有主席廖锡麟１０盒、永远名誉

月亮开始圆了，今晚我们都有空来欣赏联欢节

主席罗宗正５盒、副主席谢均鸿５盒，留中合唱

目，大家都在这里团圆了。祝福大家中秋节愉

团团长丁佩佩赞助１万铢（购买月饼和水果）

快。

。期间，又有热心学长当场解囊相助，具有名
大家边品尝甜美的月饼，边欣赏精彩的

节目，演出的节目有：刘先飞独唱《望月》、
王绍麟独唱《我爱你中国》、留中合唱团男女

誉主席刘先飞３万铢、陈惠芳２万铢、张琦１万
铢、谭国安２千铢。会上及时给予表扬。
中秋佳节联欢晚会顺利圆满结束。

声小组唱《数天数》、留中合唱团李慧、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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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文化教育金会颁发

2013年度奖助学金

左起；罗铁英、张少龙、林明丽、林楚铃，姚宗侠、廖锡麟、赖锦廷、卢瑷珊、许家训。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下午，泰国留学中国

期望到中国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成归

大学校友总会文化教育金会在留中总会办

来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为泰中友谊做出

公室举行颁发２０１３年度奖助学金仪式。

更多贡献，祝愿留中总会的会务蒸蒸日上

参加仪式有本基金会名誉顾问姚宗
侠，总会名誉主席许家训、主席廖锡麟，

总会主席廖锡麟发言，感谢本基金

副主席赖锦廷、罗铁英、邓玉清、卢瑷

会名誉顾问姚宗侠，他和名誉主席蔡志伟

珊、郭少康、理事王绍麟、范基山、张贞

等领导创办了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杰、高绍良、廖志营、张纬城、谭国安、

文化教育金会，为到中国留学的学子提供

蓓洁、符绩忠、林太深、钟庆辉、刘国

切实具体的帮助，姚宗侠顾问的高尚行为

汤、张琦、余秀兰、吴鸿源、黄昆临、丁

使人感动，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

素琴、曾心等。

他。

颁发２０１３年度奖助学金仪式由总会副

接着姚宗侠顾问颁发奖助学金给林明

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主持，她报告今年获

丽、张少龙、林楚铃，各获得奖学金３００００

得奖助学金的三名学子，分别是就读华侨

铢。

大学华文教育专业林明丽，华侨大学华文

接着是三名获奖学金的学子发言，

学院与华文教育专业的张绍龙，黑龙江大

他们表示感谢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学硕士生林楚铃。他们品学兼优，符合申

文化教育基金会，和各位长辈的帮助和关

请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文化教育金

怀。一定在中国留学期间好好学习，学成

会奖助学金的条件。

回来回报前辈，把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

本基金会名誉顾问姚宗侠致词，他说
很荣幸来参加留中总会的２０１３年度奖助学
金仪式，一直希望泰国有一个基金会，提
供奖助学金帮助泰国的学生去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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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光大。

总会文化教育基金会精神代代相传。
最后三名获奖助学金的学子和文化教
育金会领导合影留念。

留中总会文化教育金会颁发

2014年度奖助学金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７日，留中总会文化教育
金会颁发２０１４年度奖助学金，由方文国参
赞、廖锡麟主席颁发本年度留中总会奖助
学金，一共有９位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学生
获得奖学金，每人二万铢。柯金玉、彭秀
金（华侨大学，华文教育，本科生），周
金文（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研究生），贝美惠（广西医科大学，中
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刘力婕（四川

方文国参赞、廖锡麟主席颁发本年度总会奖助学金，和９名
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学生合影。

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方佩玉（山东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
生），何丽贞（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吴丽娥（华中科技大学，医学
专业，本科生），李雅文（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罗宗正主席宴请
资深教授庄钟庆等临泰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５日中午，留中总会永
远名誉主席、华文教师公会主席罗宗正
于是隆路香格里拉（塔尼亚）设午宴，
宴请来自厦门大学庄钟庆教授、澳门大
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苏州常熟理
工学院计红芳教授、福建海西晨报副社
长、副总编陈天助先生。陪同留中总会
办公室主任曾心。
左起：计红芳、朱寿桐、庄钟庆、罗宗
正、陈天助、曾心、陈天助的女儿。

罗宗正主席曾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２９
日率领留中总会代表团，一行１３名参加

在厦门召开的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受到庄钟庆（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会长）等
热烈款待，并授予罗宗正、张永青为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荣誉顾问。
此次庄教授等受邀来曼谷参加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举办文学讲座会，罗宗正主席闻
讯，特邀相见，宾主有缘再相聚，格外高兴，情不自禁地谈了自己的工作和经历，甚为亲
切、温馨。菜肴十分丰盛，有青龙虾、鲍鱼、软壳蟹等山珍海味。朱教授说，我在澳门吃
过的龙虾，都是红龙虾，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青龙虾。庄教授有些激动说，今天尝到几样未
曾尝过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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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主席廖锡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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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会

总会名誉主席陈金苞

茶、黑茶、红茶、花茶等等。也就是分为全
在“聚瑞堂画廊”品茗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下午３时，泰国留学中
国大学校友总会在那拉尼瓦路“聚瑞堂画

发酵茶、半发酵茶，和不发酵茶。茶是精彩
的世界，其中乌龙茶是一个美丽的光环，它
的制作是细致的，传统的世界。

廊”举办茶艺清谈会。参加的有廖锡麟、

喝茶有非常多好处，修心养身，中庸

陈金苞、邓玉清、许家训、张汝蕙、岭南

之道体现淋淋尽致。茶为中老年人的最佳

人、黄绯凡、余秀兰、范军、曾心、杨

饮料。据科学测定，茶叶含有蛋白质、脂

玲、林康鸿。

肪、１０多种维生素，还有茶多酚、咖啡碱、

总会主席廖锡麟首先讲话，说今天

和脂多糖等近３００种成分，具有调节生理功

是难得的机会，邀请本会名誉主席陈金苞

能，发挥多方面的保健和药理作用。

讲解茶艺，陈学长国学修养精湛，深懂茶

茶具有防止人体内固醇升高，有防治心肌梗

艺，他是讲解茶艺的最佳人选。

塞的作用，茶多酚还能清除机体过量的自由

陈金苞学长说，这次讲茶艺清谈为

基，抑制和杀来病原菌等等。

主，茶文化深长悠久，中国是茶的故乡，

陈金苞学长常年喝茶品名，自身的血

茶的发源地。从神农发现茶，以茶为药，

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作为年过古稀者，

周朝开始吃茶，那时是连叶子吃下。经历

这是非常难得的健康身体，引起在座校友的

了秦汉的启蒙，魏晋南北朝的萌芽，唐

羡慕和惊叹。等待陈学长讲完，大家提出种

代的发展，宋代的兴旺，把茶拿来煮，喝

种有关对茶的疑问，陈学长都做了解答，满

茶水。至明清的普及，明代朱太祖出生寒

足了每位校友。

微，从节省出发，茶用来冲，可连接冲数
次，逐渐形成了中国茶文化。
冲茶需要茶具四宝，玉书煨（开水

约两个小时的清谈会，“聚瑞堂画廊”
女主人陈佩瑜先后泡出乌龙、红茶和普洱
茶，让大家一边听讲，一边品茗。

壶）；小烘炉（烧水的火炉）；孟臣罐（
茶壶）；若琛瓯（小茶杯）。除此以外，

最后，与会者在“聚瑞堂画廊”合影留
念。

冲茶还讲究水质，火候等。
茶的种类有；绿茶、青茶、白茶、黄

与会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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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联合举办

文学讲座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星期日）

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宁教授

下午２：００时在帝日酒店二楼

来为我们演讲，推动中泰华

ＪＡＲＵＳＭＵＡＮＧ，泰国华文作家

文文学交流，促进发展泰

协会、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

华文学，提高我们的写作水

联合举办文学讲座会，特邀厦

平，让我们热烈欢迎周教

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厦门市

授，祝讲座会成功！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周

泰华作协会长梦莉女士

宁教授主讲：《东南亚是一个

百忙中特意赶来，向周宁教

整体：华文文学的精神奠基》

授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旅途

。当天出席讲座会的有两会理

愉快。

事和会员约８０人。

周宁教授说，感谢泰华

周宁教授 １９９２年毕业于南

作协和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

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

会的热情招待，今天不谈文

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

学创作，讲讲有关中国移民

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长

的历史和产生的效应。在座

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话剧文

的都是华人，而且大多数是
中国南方人，南方人的祖先
在北方。中国历史有两次大
移民，分别是两晋和两宋，
中华文化发源地是中原，通
过移民把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迁移到江南长三角，

部分到会者和周宁教授合影。

再迁移到珠江三角。中国今

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

天的版图是汉武帝时代的版

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

图，两次的大移民，把人民

学会理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带到大海边，开辟了通洋港

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口。并发展种植水稻，奠基

研究员。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

中华文明的基础。到了元朝

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中华版图扩大，征服欧亚大

究基地）研究员。著作等身。

陆，建立蒙古大帝国。然而

讲座会由留中总会文艺写

到了明朝中华民族文明发展

作学会会长赖锦廷主持，他说

发生了倒退，北修长城，南

今天两会特别邀请厦门大学人

方禁海。但沿海人民为了

文学院院长、厦门市东南亚华

活命继续向海外移民，不

左起：赖锦廷、周宁、梦莉。

过移民形势已经变样，只输
出劳力，方向和方法都有问
题，和文明形势逆反。华人
对东南亚贡献太大了，但没
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东南亚
华侨对祖国两次革命作出重
大贡献，分别是辛亥革命和
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革命成
功了，把东南亚华侨也给忘
了。我希望在海外中华文化
能延续下去，泰华文学要融
入到泰国文学，要有时代使
命感，泰华文学要有自己的
特色，泰华作家要推动中华
文化和泰国文化的交流，把
泰国文化介绍给中国，同时
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接着是互动时间，岭南
人、林太深、范军、杨玲、
马羚等分别发言，最后周宁
教授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讲座会气氛热烈，大家都为
周宁教授的才华和口才所倾
倒，他的演讲中提出的很多
新观点，使大家耳目一新，
颠覆以往的传统观念。这一
次的文学盛宴，使前来出席
的文友都感到满足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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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周 年 庆 文 学 讲 座 与 新 书 发 布 会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全体理事和来宾合影。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４日在帝日酒店隆重
举办了庆祝成立６周年暨《雨后彩虹》、《２０１３小诗磨坊》
新书发布会，会上邀请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庄钟庆教授、澳门
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华侨崇圣大学范军副教授、海
西晨报副社长陈天助博士后等，来泰担任文学讲座会的主讲
嘉宾。２００多位留中总会写作会员及泰华文学爱好者参加了
这一年一度的文学盛会。
大会由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副秘书长吴小菡主持，
首先是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麟致词，他代表
总会对来自中国的教授、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来听讲的
校友和文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留中总会把文艺写作列为一项
重要的工作，文艺写作学会不惜余力，鼓励校友创作，让
新老校友书写留学时光和在泰创业的酸甜苦辣，留下岁月的
记忆、人生的记忆。至今以出版了九本文集和两套丛书（１８
本），举办了６次文学讲座会，把中国两岸三地的知名作
家、诗人、评论家都请到这个平台来传经送宝。这些举措，
已成为泰华文坛的亮点之一。今天几位教授和学者不远千里
的到来和演讲，将给今年的文学盛会，增添光彩。让我们共
同享用这一个美好的文学时光。
应邀出席盛会的泰华作家协会会长梦莉致词，留中总会
文艺写作学会每年举办文学讲座和新书发布会，给文友提供
文学交流平台，鼓励校友创作，出版校友文集，为推动和繁
荣泰华文学做了很多有益工作，赢得泰华社团同仁的赞许和
敬佩！
泰华作协成立至今近三十年，一直不惜余力推动泰华文
学的发展。三十年来，泰华文学已经和海内外的文学接轨，
引司马攻的一句话：“湄南河流向大海，大海也通向湄南
河。”
泰华文学和母体国——中国文学息息相关，和海外各国
各地区的华文文学水乳交融。泰华文艺花圃须要养分，这次
讲座会主讲者都来自中国，将给泰华文学引来了源头活水，
为泰华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机缘。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代会长林太深致词，他介绍了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成立以来六年的经过，和所取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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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并详述了今后的目标和希望。
接着由庄钟庆教授演讲《彩
色斑斓——略探泰华新文学特色》
，这位著作等身的资深作家，是研
究茅盾、鲁迅和丁玲的专家，也
是中国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开
创者，至今还为研究东南亚文学在
不断地出力。他是泰华文坛的老朋
友，当天声情并茂的演讲，引起听
众的极大关注和热烈的掌声。
朱寿桐教授演讲《文学的“
国”在哪里？——汉语新文学漫
谈》，朱教授提出了汉语新文学的
新理论、新观点、新学说，使泰国
华文作者耳目一新。他的演讲中结
合了泰华作家作品的实例，深入浅
出，使听众如淋甘露，无比享受。
范军博士演讲《读＜雨后彩虹
＞有感》，他逐字逐句地通读了３００
余页的《雨后彩虹》作品，把自己
的感受，提升到理论上，做了精辟
的分析，博得高度的赞扬和评价。
陈天助博士后演讲《当湄
南河遇上鼓浪屿（１９８７——２０１２
）——泰华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重
要交汇点》，对泰华文学走出湄南
河与鹭江文学接轨、交汇做了归纳
和阐述，切入点新颖，赢得听众的
好评。
最后是计红芳教授即席演
讲，谈了她与泰华文学的结缘、泰
华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及展望。言
语虽短，但推心置腹，也颇为引
人。
一场丰盛的文学盛宴到下午５
时在依依不舍中结束。
出席演讲会还有：张永青、
赖锦廷暨夫人、许家训、邓玉清、
卢瑷珊、岭南人、郑若瑟、许为
岳、范军、何福祥、何锦江、高
绍良、方明、张声凤、吴静敏、
庄萍、若萍、范基山、梦祖、张
纬城、博夫、杨玲、吴小涵、陈伟
林、郑碧群、庄秀琴、钟爱祥、孔
屏、莫凡、晓云、蛋蛋、等等。

留 中 总 会 文 艺 写 作 学 会 举 办

文 学 讲 座 与 新 书 发 布 会
陈疆参赞、著名作家陈慧瑛、著名诗人林焕彰和著名诗评家白灵主讲广获好评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全体理事和主讲人合影。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
日在帝日酒店隆重举办了庆祝成立７周年
暨《湄河心语》、《２０１４小诗磨坊》新书
发布会。会上邀请中国大使馆陈疆文化参
赞、中国大陆著名作家陈慧瑛、中国台湾
著名诗人林焕彰、著名诗人兼诗评家白灵
等，来泰担任文学讲座会的主讲嘉宾。是
日出席文学讲座会：除留中大学校友总会
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们外，还有泰国
华文作家协会、泰中文化人联合会、汉办
在泰教学的老师和社会爱好文学人士近二
百名。其中有从远地乘飞机赶来的，如家
在美速的何锦江夫妇，在清迈的韩芮文友
等，他们为了共享这清迈一年一度的文学
盛宴，不远千里而来，令人感动。
会上由张琦、吴小菡。首先由留中总
会文艺写作学会会长赖锦廷致欢迎辞，他
说，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全体理事欢迎
和感谢陈疆参赞、陈惠瑛教授、诗人林焕
彰、白灵教授来为我们演讲。今天两岸的
文化人士同台演讲，将增进两岸人民互相
了解从而增进彼此的感情。今年的新书也
与往年不同，过去留中校友更多是回忆以
前留学中国的时光，而今年文友们更多关
注泰国当前的局势，这些都可以从今年的
作品中见到，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相
信今天的文学讲座和新书发布会一定获得
成功。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廖锡
麟因有急事未能亲自参加大会，特请张琦
代读致辞。致辞中说，文学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留中总会把文艺写作列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文艺写作学会全力以赴，鼓励校
友创作，让新老校友书写留学时光和在泰
国创业的酸甜苦辣，留下岁月的记忆、人
生的记忆。至今以出版了十一本文集（包
括今年的《湄河心语》），举办了７次文学
讲座会，把中国两岸三地的知名作家、诗
人、评论家都请到这个平台来传授经验。
这些举措，已成为泰华文坛的亮点之一。
泰华作家协会会长梦莉在致词中说，
泰华文学的源头在中国，但她又不是中国
文学的支流。正如司马攻先生所说：“水
源来自中国，河流属于泰国”。今天的文
学讲座会，又是一次引中国文学之水，来
充实湄南河精神之水，十分有意义。她
说，四位演讲嘉宾都是多次给泰华文坛传
经送宝的人，可谓是“多次泰国行，一生
泰国情”。今天又有缘在这里聆听他们传
授自己研究、创作文学的成果与经验，这
是难得的机会，也一定很精彩。最后祝本
次文学讲座会取得圆满成功。
会上还敬请陈疆参赞、留中总会和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永远名誉主席张永
青即席致辞。张永青主席以自己的亲身感
受，谈了当他拿起笔来写文章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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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讲台上左起；白灵、陈慧瑛、张永青、陈疆参赞、
赖锦廷、梦莉、林焕彰。

引起文友感同身受，获得强烈的反响。
陈疆参赞演讲《传统与创新——谈中
西方文艺的美学比较和中国当代文艺的发
展趋势》，他分析了中西方文艺美学思想
的基本区别；中西方文艺作品的比较和欣
赏；经济发展带来的中国文艺繁荣。他引
用很多古今中外实例，进行具体比较，有
理有据，令人信服，引起现场听众热烈的
掌声。
陈慧瑛教授演讲《散文创作之我见》
，包括她的散文观和散文创作见解等等，
她把几十年的散文创作经验作了总结，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泰华文友。她的经验：第
一、写短文为主；第二、写熟悉的生活；
第三、我手写我心；第四、要有一点创新
精神；第五、练字、练句、练意；第六、
增加古文修养；第七、多读报纸刊物等
等。
林焕彰演讲：《诗，视觉图象的作
用──我的写作经验》，写诗需要靠《
思考》索寻《意念》，作为创作的动机，
人们习惯称它为《灵感》，那是错误的观
念；诗人必须要努力想办法、借助形象的
语言文字来呈现。《形象的语言》在诗里
面，就是我们常说的
《意象》。从《图
象》思考到诗的写作；就是具体形象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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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思维的启动之运作。
白灵演讲：《磨坊诗行短，红楼树
影长——泰华“小诗磨坊”在台湾诗坛引
发的波澜》，他介绍了泰华小诗的发展，
在台湾引起的反响，他和林焕彰等台湾诗
人将在今年在台推动小诗继续攀登新的高
峰，联合台湾六个刊物一起行动，相继推
出小诗专辑，同时举行相关座谈会，将华
文小诗推广到台湾及各国各地区。这股动
力也将回馈到泰华小诗磨坊，使磨坊同仁
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强创作的动力。
最后全体与会者和嘉宾合照，文学讲
座与新书发布会圆满结束。
出席演讲会还有：许家训、邓玉清、
卢瑷珊、曾纪贞、陈博文、岭南人、马
凡、林太深、何锦江、思奇、刘淑华、
许为岳、林栩、余秀兰、陈国华、黄绯
凡、符徵、范基山、何福祥、高绍良、廖
志营、梦祖、张纬城、曾心、杨玲、王志
远、萧可夫、若萍、诗雨、洪玲、晶莹、
苦觉、杨玲、吴小涵、陈效龙、马嫣、孔
屏、陈伟林、刘淑华、钟爱祥、郑燕燕、
郑碧群、李慧、莫凡、温晓云、蛋蛋、阡
陌、韩芮、强倩、李晶磊、聂进等等。
晚上，由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做东
宴请演讲嘉宾。

留中总会写作学会、
中国诗歌代表团联合举办

泰中诗歌学术交流座谈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７日晚，中国诗歌代表团一行１２人在团长北塔的带领下，到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校友总会访问，并与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联合举行“泰中诗歌学术交流座谈会”。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副会长许家训、林太深、邓玉清、秘书长岭南人等约３０名文友出席
了座谈会。
泰中诗歌学术交流座谈会由司仪晓云宣布开始，副会长林太深首先致欢迎辞，中国诗歌
代表团团长北塔致词，双方介绍与会诗友。接着由泰国文友陈伟林发言，他介绍了泰国古典诗
歌并朗诵泰文古典诗歌，还朗诵了他翻译为泰文的中国古诗和现代小诗，行云流水般的泰语朗
诵深深吸引了在场的中泰诗人。团长北塔当场赞扬：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用中泰文的朗诵，很难
得。
范军老师介绍泰华诗歌的发展，把泰华新诗九十年的历史浓缩成一篇短文，在十五分钟演
讲完，短小精悍。
岭南人发言，介绍泰华新诗现状，主要介绍泰华小诗磨坊，成员从７加１到现在１０加１。七年
多来，以推行写六行内小诗为旨归，出版了７本《小诗磨坊》诗集。
中国诗人北塔、冰峰、沙克、冷先桥、陈亚美、云道、赵剑华、李国富、王桂林、龙振
华、周道摸，阿诺阿布先后发言，他们谈了中国新诗的现状与未来，对泰华新诗，尤其是小诗
的美好感受。
接着泰国文友李斯恩朗诵中国诗人代表团诗人的诗作，张琦朗诵泰华小诗联串“磨坊花
语”，二人精彩的朗诵获得一片赞赏。
最后互送礼物，宾主合影，大家依依不舍道别，互道珍重，二个多小时的泰中诗歌学术交
流座谈会圆满结束。

留中总会写作学会领导、会员和中国诗歌代表团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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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中 总 会 文 艺 写 作 学 会 邀 请

《

倪 金 华 教 授 讲 演
诗 歌 艺 术 探 讨

》

《诗歌艺术探讨》后，
和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
副主席兼文艺写作学会会长赖锦廷 、
文艺写作学会副会长林太深等合影。

２０１３年４月４日下午中国华侨大学中文系倪金华教授特拨冗为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作题
为《诗歌艺术探讨》讲演，此次会在帝日酒店二楼举行。文艺写作学会会长赖锦廷副主席主
持会议，留中总会廖锡麟主席致欢迎辞，并亲切谈了自己当学生时学诗歌的感受。
倪金华现为华侨大学硕士生导师，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文学理
论、台港文学研究，主讲《文学概论》《台港散文研究》《周作人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理
论》等课程。代表著作有《台港散文新观察》《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等。承担省级课题《
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
倪金华教授广征博引，从唐王维诗的空灵和禅意谈到白居易、杜甫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
义；再谈到胡适、徐志摩的百话诗以及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诗，也顺便介绍了有争议的赵丽
华的诗与“梨花体”现象，引起全场轰然大笑。同时，倪老师还介绍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与日本俳句。他亲自用日语朗诵二首俳句，还由他的学生于美玉用英语朗诵了沙翁一首１４行
诗。
倪金华教授讲演和朗诵时，都用电脑投影在屏幕上，使大家听起来更清楚，更明白。最
后，倪老师把诗的艺术归纳为“三大特性”：“凝练性”，“跳跃性”，“韵律性”。
会上，有人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倪老师还顺便例举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目
送》，二文进行对比，使大家受益匪浅。
出席听讲者还有邓玉清、陈博文、许
为岳、林太深、赵学忠、赵一平、吴静敏、
刘淑华、曾心、杨玲、莫凡、陈伟林、黄绯
凡、王志远、郑碧群、黄如发、于美玉、
陈癸玉、王晓云、郭明华、黄汉娇等近三十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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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艺术探讨会现场。

留 中 总 会
邀 请 徐 钢 讲 授

《 用 大 自 然 能 量 养 生 保 健 》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留中总会邀请中国养生专
家徐钢到帝日酒店二楼讲授《用大自然能量
养生保健》。他讲授具体生动，有自己独特
的理论和体验，又有令人折服的奇难杂症实
际病例，受到听众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徐钢，中国医学气功学会会员、世界医
学气功学会会员、美国气功学会理事，２０１３
年６月２５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获得第５１届世
界传统医学大会奖。他从１２岁开始习练少林
气功，大学通信专业毕业，利用信息理论结
合中医的理论从事气功健康养生方面研究和

中国养生专家徐钢（中）和部分听众合影。

技术开发工作，提出了利用大自然能量（地
球“引力”能量）调整人体的“象”，可以
恢复和保持人体健康的新概念。
是日，他讲授的题目：《试论外气调“
象”法对健康的作用》，主要讲了用气功来
清除人体内的“垃圾”。认为一切疾病都由
人体内积蓄“垃圾”而引发的。他发现能够
维持生命存在的正能量来自大自然，掌握
这种正能量能帮助扶正人体的“像”，他还
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发明了一台仪器，称之
为“外气调象仪”。会上他用投影仪，让大
家见到治疗“腰间盘突出”、“半身不遂”

徐钢教授。

、“丹毒”等患者的奇效。还当场授三式基
本“功”和用“调象仪”治疗。
听众很感兴趣，纷纷要求成立一个组，
请徐老师来系统授课和治病。

养生保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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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热烈欢迎

陶小红院长临访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下午，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
院新上任中方院长陶小红博士，在该院泰方院
长李志雄和该校校友会会长周美光的陪同下，
临访了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受到留中
总会主席廖锡麟、理事李自珉（教育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曾心等热烈欢迎。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廖锡麟主席
介绍了留中总会的成立和成长过程。陶小红院
长表示本校的活动，要继续和留中总会合作。

相 片 说 明 ： 左 起 ； 曾 心 、 李 自 珉 、
廖 锡 麟 、 陶 小 红 、 李 志 雄 、 周 美 光 。

陶小红院长是北语人才队伍的骨干，主要
学术专著：《商务汉语提高》、《经贸汉语课

程研究》等数部，主要学术论文：《浮华与苍凉——曹雪芹、张爱玲对永恒主体的共同演绎》
、《曹雪芹与张爱玲的女性悲情言说》、《经营品牌，企业需要引入文化艺术》等数十篇。
临别时，陶小红、李志雄院长代表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向廖锡麟主席赠送礼品花篮，祝
贺廖主席上任留中总会新届主席，并恭贺新年，双方合影留念。

留中总会成立翻译创作学会
陈汉涛召集和主持会议，谭国安荣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在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庆祝成
立１０周年之际，为了提高中文译泰文（或英
文）的水平，为泰中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培
养年青翻译者，使后继有人，在留中总会创
会主席陈汉涛召集和主持下，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１７日中午在阿玛丽大酒店聘诊举行成立“留
中总会翻译创作学会”。
会上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名单与职务：
常务顾问：陈汉涛、张祥盛、张永青。会

能把所交待的任务做好。

长：谭国安。秘书长：冯丰钜。办公室主

会议还通过以下的决议：（１）每年举办

任：曾心。理事：侯志勇、范基山、丁有

一次口语翻译比赛，选拔翻译人才。（２）在

理、黄绯凡、何福祥、阿通、谢玉冰、赵秀

《汉泰》杂志开辟一个专栏，作为翻译作品

芬、刘淑华、黄汉坤、吴琼、符丽珠、陈派

园地，发表会员作品。（３）发表在《汉泰》

琳、王要学、吴鸿源、陈华、肖可夫、李

园地的翻译作品，稿酬每页（５００字左右）４５０

琦、陈伟林、卢玉福、陈松、马丽丽、李

铢。（４）翻译作品，译者自选，或由陈汉涛

俊、魏飞飞、林森兴、宋雅玲、马淑芬、丁

提供，并付翻译费。

丁等。

38

留中总会翻译创作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

当天出席会议有：陈汉涛、谭国安、冯

刚上任的谭国安会长说：感谢陈汉涛主

丰钜、曾心、范基山、丁有理、卢玉福、陈派

席和理事们的厚爱，让我出任“留中总会翻

琳、阿通、肖可夫、林华、赵秀芬、吴鸿源、

译创作学会”会长，无限感激，但又担心不

王要学、李琦、马丽丽、林森兴。

２０１３ 汉泰——泰汉双语翻译大赛

参加翻译大赛各校老师、学生、评委老师、主考老师和留中总会领导合影。

留中总会翻译创作学会、《汉泰双语月

１０，０００泰铢、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礼券１０，０００

报》主办，浙江诸暨荣怀学校国际部为协办

泰铢、１２期《汉泰双语月报》、留中总会主

的“汉泰——泰汉双语翻译大赛”，按照订定

席廖锡麟ＤＶＤ一盒， ＯＫＬＳ语言学校《北京往

时间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星期六）在帝日大酒

事》一本。初、高中组第一名，各获得奖金

店四楼铭满厅举行。９．３０－１１．３０时为笔译初选

８，０００泰铢、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礼券１０，０００ 泰

赛，下午１．３０时，口译终选赛开始，１７．３０时圆

铢和前往荣怀学校三周短期学习全额奖学金计

满结束。

人民币６，０００元整。其它获得第二名、第三名和

参加此次大赛来自９ 所大学的本科生，１４

入围奖的学生都获得一定的奖金和奖品；包括

所学校的高中生各３０名，来自７所学校的初中

获得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ＤＶＤ一盒和ＯＫＬＳ语

生１４名。比赛方式严格有序，轻松有趣，颇具

言学校《北京往事》一本。

创意，获得大家的好评。

口译比赛名单揭晓后，由留中总会副主席

口译比赛列为此次大赛的终选赛，担任

卢瑷珊老师为初中组学生颁发奖状、奖学金；

评委老师为来自华侨崇圣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先生为高中组学生颁发奖

班主管何福祥博士，蓝康恒大学人文学院泰语

状、奖学金；留中总会创会主席、永远名誉主

和东语系主任丁米博士，兰实大学中国国际

席陈汉涛先生为大学组学生颁发奖状、奖学

学院院长赵秀芬博士，口译比赛主考老师为来

金，并且鼓励学生最好把中、英、泰三种语言

自正大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学院筹备中心

都学好。

主任马素君老师与该学院老师林佩云。参赛学

关于此次举办汉泰双语大赛的奖金包括全

生经过一番“汉泰——泰汉双语口译”能力较

部活动经费，悉由陈汉涛主席提供。陈主席热

量后，赢得初中组第一名：郭晶晶、第二名：

心教育，造就人才的精神，值得效法与赞扬。

体龙、第三名：张沛川；高中组第一名：张恩

最后由《汉泰双语月报》执行总编辑谭国安助

雅、第二名：黄彩云、第三名：唐晓霞；大学

教授宣布大赛圆满结束，向前来参加者表示衷

组第一名：陈子奇、第二名：司马瑅、第三

心谢意，并向初中组、高中组学生解释前往荣

名：金素梅。

怀学校学习的具体联系方法。

大学组第一名，获得奖状一张，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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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汉泰——泰汉双语翻译大赛

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先生、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先生、比赛评委老师和全体获奖学生合影。

中国大使馆教育组、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校友总会翻译创作学会、《汉泰双语月报》主

名：许婷婷。

办，浙江诸暨荣怀学校国际部为协办的“第三

大学组第一名，获得奖状一张、奖金

届汉泰——泰汉双语翻译大赛”，按照订定

１０，０００泰铢、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礼券１０，０００

时间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７日（星期六）在帝日大酒

泰铢、中国大使馆教育组的中国留学奖学金和

店四楼铭满厅举行。９．３０－１１．３０时为笔译初选

１２期《汉泰双语月报》。初、高中组第一名，

赛，下午１．３０时，口译终选赛开始，１７．００时圆

各获得奖状一张、奖金８，０００泰铢、前往荣怀学

满结束。

校三周短期学习全额奖学金计人民币６，０００元
所大学的本科生２２

整，高中组第一名还获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礼

名，１８所学校的高中生各３７名，来自１１所学校

券１０，０００ 泰铢。其它获得第二名、第三名和入

的初中生２０名。比赛方式严格有序，轻松有

围奖的学生都获得一定的奖金和奖品。

参加此次大赛来自１０

趣，颇具创意，获得大家的好评。
口译比赛列为此次大赛的终选赛，担任
评委老师为来自华侨崇圣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口译比赛名单揭晓后，由留中总会主席廖
锡麟先生、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先生为各组学
生颁发奖状、奖学金。

班主管何福祥博士，蓝康恒大学人文学院中语

关于此次举办汉泰双语大赛的奖金包括全

系主任丁米博士，兰实大学中国国际学院院

部活动经费，悉由陈汉涛主席提供。陈主席热

长赵秀芬博士，口语比赛主考老师为来自正大

心教育，造就人才的精神，值得效法与赞扬。

管理学院的马素君老师、刘甲平老师。参赛学

最后由《汉泰双语月报》副执行总编辑赵子琪

生经过一番“汉泰——泰汉双语口译”能力较

宣布大赛圆满结束，向前来参加者表示衷心谢

量后，赢得初中组第一名：罗贺亮、第二名：

意，并向中学各组学生解释前往荣怀学校学习

郑晨蕊、第三名：罗贺晶；高中组第一名：彭

的具体联系方法。

淑艳、第二名：祝子淇、第三名：梁梓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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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第一名：林昕颍、第二名：黄咏仪、第三

留中书协早逢春——第三、第四届理事会交接仪式
冬季的曼谷，街上游行队伍的哨子在
响，树上的寒蝉在鸣，北来的寒风在吹。
今年的曼谷特别的冷！
然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午，在泰国留学
中国大学校友总会的会议室里，却欢声笑语，
春风满面，喜气洋洋——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
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交接仪式在温馨中举
行。
上午１１时正，大会主持人副会长兼秘书
长邓春珍，宣布大会开始，大会临时主席、留
中总会主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荣誉会长廖锡
麟学长做了精彩的开幕词；他高席赞扬了第三
届理事会，在会长苏佩吟的领导下，会务蒸蒸
日上，书法艺术得到了提升，对泰华社会的文
化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好书法的廖锡麟
学长，在谈到中国的书法时，兴奋无比，滔滔
不绝的精辟见解，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最后
当他介绍他自己收藏的，长１８米的于佑任的书
法《千字文》时，更让与会的习书的理事们，
羡慕不已，激动万分。
第三届会长苏佩吟学长随后也作了致
词，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讲话，让我们在
习书的道路上，更充满了信心和仰望。特别是
他精心特制的马年贺年卡，让大家感觉到新的
春天已在书协提前来临了。
留中总会永远名誉主席、留中总会书法
协会荣誉会长陈汉涛学长在致词中话虽不多，
却好像在写正楷一般，平和而宁静。
经过了几位学长的致词后，大会进入了
高潮。印信转交仪式开始了，在留中总会永远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交接仪式，
左 起 ； 侯 少 岩 、 邓 玉 清 、 苏 佩 吟 、
陈 汉 涛 、 廖 锡 麟 、 陈 坚 明 、 许 家 训 。

名誉主席、留中总会书法协会荣誉会长陈汉
涛学长，留中总会主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
荣誉会长廖锡麟学长，留中总会副主席、留
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永远名誉会长邓玉清学
长，留中总会名誉主席、留中总会书法文化
协会名誉会长许家训学长，留中总会书法文
化协会名誉会长侯少岩学长，共同主持交接
仪式并监交下，在阵阵的掌声中，在提前来
到的春风里，第四届会长陈坚明学长，从第
三届会长苏佩吟学长手中接过了印信。
接着，新会长陈坚明学长致词，他说：
承蒙各位学长的厚爱，给了他这副沉重的担
子，本人一定在任期间不负众望，和大家一
起在书法艺术的高峰上向前迈进。
最后，新会长陈坚明学长，宣布了第四
届理事会名单和职务；苏佩吟学长和邓玉清
学长作了财务报告。
各位理事们在这次会议中，热烈发言，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紧接着，会议理事们自动解囊赞助：陈
汉涛１０万，廖锡麟、陈坚明各３万，苏佩吟２
万，邓玉清、许家训暨夫人、邓春珍各１万，
侯少岩８千，吴俐蓉５千，苏佩琼３千，苏佩
芳、许玮琪、廖文娟、吴鸿源、张潭来、刘
锦海、曾心各２千，卢山云１千、王景伟５百等
铢，在此深表谢意。
午宴，更令大家难忘，腾腾的火锅热
气，像一行行草书，在提前来临的春天里，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理事会交接仪式理事合影。

写意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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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留中总会合办

第三届母亲节中国书法大赛

第三届母亲节中国书法大赛后，获奖学生和评委、嘉宾、老师等合影。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由泰国易三仓商业学院孔

中学校长陈冬久修士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致辞，

子课堂和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合办的第三

分别给获奖者颁发奖品和奖状，其中小学硬笔

届母亲节中国书法大赛拉开序幕。来自曼谷地

组由留中总会书法协会会长苏佩吟颁发奖品奖

区的近３７所学校约三百名学生齐聚于易三仓商

状。

业学院大礼堂，用中国书法书写出对母亲的深
情，抒发对泰国王后的崇敬之情。

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地飞速发展，越来越

会上，泰国圣卡比利安基金会主席素拉实

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

修士、易三仓商业学院校长米沙修士、易三仓

持续增加，已有近三千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中学校长陈冬久修士、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

近１００万人学习汉语，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

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铁英会分别致辞。他们

文之美，不仅美在形体，更美在风骨，美在精

都热情洋溢赞扬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坚持

髓。书法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

书法练习，能修心养性，培养意志，还能延年

影响力的见证。

益寿。还谈了举行书法比赛能传达“中泰翰墨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来自Ｙａｍｓａａｒｄ

情”，以此来庆祝母亲节的重大意义。出席开

ｓｃｈｏｏｌ的Ｓｉｒｉｐｈｏｎｇｐａｒ同学，Ｐｒａｙａｍｏｎｔｒａｔｕｒａｄｓｉｐ－

幕式还有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泰方负责人

ｉｊｉｔ ｓｃｈｏｏｌ的Ｎａｔｎｉｃｈａ Ｔｈｅｐｓａｍｒｏｅｎｇ同学，Ｓａｉｐａ－

卢瑷珊、中方负责人王磊、留中总会书法文化

ｎｙａ ｓｃｈｏｏｌ的Ｔｈａｎａｎｙａ Ｒｕｎｇｓｉｓｅｒｍｓｕｋ同学，Ｐｈ－

协会会长苏佩吟、副会长兼秘书长邓春珍、副

ａｄｕｎｇｋｉｔｗｉｔｔａｙａ

会长苏佩琼、苏佩芳、陈坚明等，以及各学校

学，Ｓｕｋｓａｎａｒｅｅｗｉｔｔａｙａ

的领导和教师。

分别获得了小学组１－３年级硬笔组、小学组４－６

本次书法比赛，分软笔（毛笔）和硬笔（
铅笔）两个项目。还分为小学１－３年级、小学

ｓｃｈｏｏｌ的Ｃｈａｍａｉｐｐｏｒｎ

Ｃｈｅｎ同

ｓｃｈｏｏｌ的Ｍｉｎｇｋａｍｏｎ同学

年级硬笔，中学组硬笔、小学组毛笔和中学组
毛笔一等奖。

４－６年级、中学三个组别。软笔当场出题：“

这次大型书法比赛，参赛者还有机会看

将母邗沟上，留家白纻阴。月明闻杜宇，南北总

到书画家苦觉、书法家侯少岩老师现场挥毫泼

关心。”硬笔当场出题：“世上只有妈妈好，

墨，又听到苦觉老师《书法入门》的授课，领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书写结束，午餐，

会到中华书画的神奇魅力。

聘请侯少岩、苦觉、苏佩吟、曾心、陈坚明、

本次比赛不仅吸引了泰国民教委和基教委

吴俐蓉当评委打分。之后观看学生中国文化歌

２１５名的汉语爱好者前来参加，泰国的第三电

舞表演，还请苦觉老师主讲《书法入门》。

视台和ＴＲＵＥ电视台也特地前来拍摄报道，使

下午，评比结果，泰国皇室枢密院大臣

广大的泰国电视观众也有机会了解孔子课堂和

春蓬巴主沙暖、中国国家汉办驻泰代表陈永山

中华文化；观看到学生们用中国书法比赛作为

先生、 泰国圣卡比利安基金会主席 素拉实修

送给母亲最好礼物的壮观场景。

士、易三仓商业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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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办代表陈永山在接受ＴＲＵＥ电视台采访

米沙修士、易三仓

第四届母亲节中国书法大赛

评委与获奖选手、指导老师合影留念。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７日，第四届泰国中小学生母

们提笔蘸墨，把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寄托于“思

亲节书法大赛在易三仓商业学院大礼堂成功举

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

行。本次比赛由易三仓孔子课堂和泰国留中总

应知。”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会长陈坚明领

会书法文化协会联合举办，国家汉办驻泰代表

衔的评委团对参赛作品认真评分，最终来自北

陈永山、泰国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正大集团

榄公立培华学校的俊海、汪盖岗翁学校的芭比

饮食部副经理Ｍｒ． Ａｐａｉｃｈｏｎ Ｖａｃｈａｒａｓｉｎ、易三仓

等５名选手从２０７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分别

商业学院校长Ｂｒｏ． Ｍｅｅｓａｋｄｉ Ｗｏｎｇｐｒａｃｈａｎｕｋｉ、

获得各自组别的一等奖。

圣卡比利安基金会中文中心主任卢瑷珊（Ｍｓ．
Ｓｉｒｉｌａｋ Ｃｈａｉｐｒｏｍｐｒａｓｉｔ）均莅临现场观摩比赛。

与此同时，知名书画家侯少岩、卢山云
在现场挥毫泼墨，一幅幅国画栩栩如生、一

卢瑷珊老师致开幕辞，她介绍了历届书法

个个汉字苍劲有力，前来求墨宝的师生络绎不

比赛的概况，至今已有近千名泰国学生参与其

绝，大家都被中国书画的魅力深深吸引。随

中。“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艺术，

后，Ｍｒ． Ａｐａｉｃｈｏｎ Ｖａｃｈａｒａｓｉｎ专门作了主题为“

大家借母亲节的机会，以中国书法的形式来表达

汉语在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性”的讲座，详细

对妈妈的爱，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阐明了学习汉语的实际意义，激发了在场学生

比赛于上午十点正式开始，共分为小学

的学习兴趣。

低年级硬笔组、小学高年级硬笔组、中学硬笔

赛后，陈永山代表在接受泰国ＴＮＮ电视台

组、小学软笔组、中学软笔组五个组别，比赛

采访时表示，随着中泰关系亲上加亲，越来越

内容紧紧围绕感恩母亲的主题展开。硬笔组选

多的泰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国家汉办也将一

手们认真描摹着《听妈妈的话》；软笔组选手

如既往地支持泰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软笔书法比赛现场。

嘉宾评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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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星海合唱团“亲情千万里”演出成功
秦裕森参赞、陈汉涛、张祥盛、张永青、林汝勋、巫庭光等为晚会开幕剪彩 精彩表演获高度好评

“亲情千万里”演出圆满结束后，留中总会领导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第二排左四起；丁文志、 吴晓平、 巫庭光、卢瑷珊、 张祥盛 、张永青、林汝勋。

受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

晚会开始，恭请秦裕森参

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

总会等单位的邀请，中国厦门

赞上台致辞，他说中国厦门星

上，祝中国厦门星海合唱团演

星海合唱团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抵达

海合唱团是一个资深高水平的

出成功！

曼谷访问交流演出“亲情千万

合唱团，创作演出多次大型合

厦门星海合唱团交流访

里”。

唱节目。他们定时练歌排练，

问团团长林汝勋致词，我们来

由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

经常到国内外访问交流演出。

到风光旖旎的泰国，向旅居泰

友总会、厦门文学艺术界联合

和许多国家合唱团结下深厚友

国华人同胞表达敬意和致以亲

会、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华

谊。他们曾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

切的问候！这次我们到泰国演

侨大学泰国校友会和集美学校

到泰国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

出访问演出，感谢泰国留学中

泰国校友会联合主办的“亲情

刻美好的印象。今天我十分高

国大学校友总会、厦门大学、

千万里”文艺演唱会，由中国

兴再一次看到厦门星海合唱团

华侨大学，集美学校泰国校友

厦门星海合唱团和泰国留中总

到泰国演出，祝晚会演出成

会、和泰国龙虎园有限公司对

会合唱团演出，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

功！

本次访问交流的大力支持，感

日晚上６时半在曼谷中国文化
中心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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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
总会永远名誉主席张祥盛致

谢各位乡亲、同胞、朋友的关
心爱护！

当晚出席晚会的有中国

词，他说非常高兴来观看中国

接着秦裕森参赞、陈汉

大使馆文化参赞秦裕森、泰国

厦门星海合唱团的演出，这是

涛、张祥盛、张永青、林汝

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永远名

从中国厦门来的合唱团，对我

勋、巫庭光、丁文志、卢瑷

誉主席陈汉涛、张祥盛、张永

们——曾经在厦门留学的学子

珊、吴晓平共同为晚会开幕剪

青、副主席兼厦门大学泰国校

特别亲切。我想起留学中国八

彩。

友会主席卢瑷珊、留中总会名

年的日子，心里就无限感激之

中国厦门星海合唱团表演

誉主席巫庭光、留中总会名誉

情，我在厦门受了高等教育，

的有；合唱《大江东去》、《

顾问兼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主

接受学习中华文化，在厦门度

青春舞曲》、男女声二重唱《

席丁文志等近三百人出席晚

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终生难

敖包相会》、《家和万事兴》

会。

忘母校、厦门、中国。今晚让

、男声独唱《桥》、女声独

唱《哈巴涅拉舞曲》、《一杯美酒》、舞蹈
独舞《轻青》、《月满春江》、双人舞《粉
墨》、人偶情感舞蹈《梁祝》、戏曲表演越
剧《打金枝》等等。泰国留中总会合唱团演
出的有，女声合唱《故乡河》、男声合唱《
飘落》、女声二重唱（表演者丁佩佩、丁素
琴、施惠芳、李淑娇）等等。

（左）秦裕森参赞、（中）林汝勋团长、（右）张祥盛主席致词。

精彩的表演博得观众的一阵阵热烈掌

日到水上市场、佛统，佛教城游玩，晚上游

声，其中男女声二重唱《敖包相会》、独舞

湄南河欣赏曼谷市夜景，全方位感受泰国风

《月满春江》、人偶情感舞蹈《梁祝》、双

情文化。

人舞《粉墨》等最受欢迎。秦参赞特邀以上

这次“亲情千万里” 文艺演唱会，得到

四个节目到中国驻泰大使馆不同演出场合再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厦门文学艺术

表演两次，受到高度的好评。

界联合会、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华侨大学

“亲情千万里”演出圆满结束，秦裕森

泰国校友会，和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的热情

参赞、陈汉涛、张祥盛、张永青、卢瑷珊、

支持和赞助，张祥盛赞助十万铢、陈汉涛、

巫庭光、丁文志、林汝勋、吴晓平、上台和

张永青、巫庭光、廖锡麟、丁文志、卢瑷珊

演员们合影留念。

各赞助五万铢，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

１１日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秘书长陈坤山

会、厦大泰国校友会、华大泰国校友会、集

陪同中国厦门星海合唱团到是拉差龙虎园参

美学校泰国校友会各赞助三万铢，值此，特

观，品尝鳄鱼大餐，观看猪、老虎和鳄鱼等

深表致谢！

表演。晚上观赏阿卡沙人妖歌舞团表演。１２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举行

迎

新

春

联

活

动

２０１４年春节将来临，留中总会书法文
化协会于１月１２日下午在帝日酒店留中总会
举办迎新春联活动。会长陈坚明、副会长兼
秘书长邓春珍亲自筹办这次有意义的活动。
本会早就筹备了笔、红纸和金粉。会
长陈坚明与卢山云（苦觉）老师以及理事

留中总会书法文化协会迎新春联会好现场。

们都提笔挥毫，写得最多的是“福”字、“马到成功”之类。陈坚明写了一副对联：“墨缘
善结寿而康，以歌会友颜不老”，受到赞赏。卢山云也写了许多副对联，如“读书身健方为
福，种树花开总是禄”等。由于他写得漂亮，每写好一副就被人“抢”走。他越写越来劲，
从下午３时一直站着挥毫到６时，毫无疲惫之态。会员们在新年前夕能拿到老师赠送的墨宝都
格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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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文化教育本科学历班开学仪式
（通讯记者协会讯）由于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为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人开设传授
教育学。心理学，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汉语言
与中国人文知识，掌握汉语交际能力，了解中
国文化和中国国情起见，特为泰国华文教育培
养一直具有良好中华语言文化素养和教学水平
的华文师资队伍，提升泰国在职教师的教学质
留中总会副主席赖锦廷在开班仪式上致词

量，推动华文教育发展，完成教育重任。泰国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和多个机构合作举办“

华文教师公会、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泰国海南会馆、新育民公学、泰华通讯记者协 学历班”为泰国教师队伍培训人才，提高教师
会、泰国华侨语言中心与２０１４年三月十七日在 素质，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创新，希望各位学
泰京素里翁路海南会馆管辖下新育民公学陈香 员珍惜机会，认真学习，成为精英主力老师，
林课堂隆重联合举办“文化教育本科学历班” 为泰国华文教育向前发展作出贡献。
赖锦廷副主席感谢各举办“华文教育本科

第三期开课仪式。迎来中国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夏明菊、陈丛耘两位教授，泰国留学中国大学 学历班”单位为华文教育事业发展奋力，作三
校友总会副主席赖锦廷，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副 年学制，每年分寒暑二季免费栽培本土教师教
主席陈年、会务顾问陈哥逸、办公室秘书叶富 学素质，发展华文教育工作，完成人类灵魂工
宁、总干事郭晓辉偕３６位进修的各校校长、教 程师风范，俾中华文化在文明风景线上更为光
师，充满群贤与教宏华粹的感人气氛。
开课仪式上陈年副主席讲话，今年为“华

彩。
之后，夏明菊、陈丛耘两位教授相继为“

文教育本科学历班”第三期开课日子，感到高 学历班”学员勉言与多鼓励努力学习，为泰国
兴。华文教育事业是专为海外开设的，进行系 未来华文教育发挥光芒，鼓励中华文化昌盛热
统汉语言，教育理念和中国人文知识传授，培 烈掌声，合影留念。
本次“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培训主要课
养全面掌握汉语交际技能，适合从事华文教育
工作的专门课程。

程为华文教育概论、第二语言教学方法、古代
汉语、汉字文化。初级口语、初级听力、初级
汉语、初级阅读。
“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培训学员芳名：
吴玛莉、洪春泉、许美卿、廖淑华、李春
秀、杜亨敏、蔡筱青、陈小雯、凌月莲、詹惠
君、邓丽华、翁惠君、周少华、林文胜、郑爱
玲、韦学争、李美珍、陈凤彬、曾博莉、林素
君、林河、陈厦月、李修琪、胡玉、陈遇德、
罗镇明、许佩珊、李金英、杨小丽、周培君、

前排左３起陈丛耘、陈年、赖锦廷、夏明菊与学历班老师合影

邹冬清、马楚慧、郑桂贞、李得忠、王韵冰、
周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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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文化教育本科学历班开学仪式

留中总会永远名誉主席罗宗正
在开班仪式上致词

集体合影

（陈年讯）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为海外华文

汉语交际技能，适合从事华文教育工作专业教

开设传授教育学、心理学、语言教学理论和汉

师。希望各位学员珍惜机会，认真学习，成为

语与中国人文知识，掌握汉语交际能力，了解

精英主办教师，为泰国华文教育向前发展做出

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而特于两年前为泰国华

贡献，“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为三年学制，

文教育培养一支具有良好中华语言文化素养和

每年分寒暑二季免费栽培本土教师教学素质，

教学水平的高层次华文师资队伍，提高泰国在

发展华文教育工作，完成人类灵魂工程师夙

职华文教师的教学质量，推动华文教育发展，

愿，俾中国文化在文明风景线上更加光彩。明

完成教育重任。

年这个时候，各位学员就完成中国华侨大学华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华文教育

文学院学士课程，要盛大举行毕业典礼，学员

基金会主办，中国华侨大学、泰国华文教师公

接领华大教育系大专文凭，圆了教育专业人才

会、泰国海南会馆。新育民公学、泰华通讯记

的梦。之后，刘甜教授为“学历班”学员免

者协会、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泰国南

言，语多鼓励努力学习，为泰国华文教育发挥

美有限公司、泰国华侨语言培训中心、完美（中

光芒，迎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前路。词毕，响起

国）有限公司推荐的“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

触发发展华教升华，鼓舞中华文化昌盛热烈掌

第四期开课仪式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在泰京素里

声，合影留念。

翁路海南会馆管辖下新育民公学陈香林课堂

本次“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培训课为“心

隆重举行，迎来中国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刘甜、

理学讲义”、“现代汉语语法综述”、“教育

李屏两位教授，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席罗宗正

学讲义”。

博士、副主席陈年、会务顾问陈哥逸、总干事

“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学员芳名：

郭晓辉、秘书叶富宁偕三十六位进修的各校校

吴玛莉、廖淑华、李春秀、杜亨敏、蔡

长、教师、充满群儒兴学宏华粹气氛。

筱青、陈小雯、凌月莲、詹惠君、邓丽华、翁

开课仪式上，主席罗宗正博士讲话，今

惠君、周少华、林文胜、郑爱玲、韦学争、李

天为“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第四学期开课的

美玲、陈凤彬、曾博莉、林素君、林河、陈厦

日子，干大奥高兴“华文教育本科学历班”是

月、李修琪、胡玉、陈育德、罗镇明、许佩

特为海外教师开设的进行系统语言的汉语言，

珊、李金英、杨小丽、周培君、邹冬清、马楚

教育理论和中国人文知识传授，培养全面掌握

慧、郑桂贞、李得忠、王韵冰、周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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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中总会青年委员会、农大孔院联谊活动热闹

2013年青年校友在那空那育府漂流前合影。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青年委

装，到达一个预定的皮艇码头，大家脱掉鞋

员会和农业大学孔子学院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

袜，自选穿上红、绿、黄救生衣，戴上安全

日——２０日到那空那育府举办“集训 • 激流 •

帽，个个像卫道士，好不威风。每８人分坐

炫彩 • 爱心２０１３”联谊活动。

一艘小皮艇，顺流而下，到了激流险要处，

是日一早，近６０名年轻校友和老师分坐

舵手故意把皮艇转头与迎面冲来水浪一搏，

两部大巴前往，途中逐个自我介绍，大家初

惊叫声、水声、笑声混为一体，随即船只有

步相知相识。上午１１时到达军官预科学院，

如卷入漩涡里，每人的衣服都湿了。有的还

由该院教练分组集训，此次主要玩传球，套

嫌不过瘾，再进行一次次使船翻滚的刺激动

呼啦圈、滑球等比赛，锻炼大家的敏捷、快

作，从中获得人生“一搏”的痛快体验。

速、准确度和团队合作精神。
丰盛的午餐后，入住酒店，更换漂流服

晚饭后，由吴献群、刘飞雁主持，进行
各种智力比赛，最令人振奋的是，以手势相
传５、６个人后，手势往往变了样，而最后一
人要猜出一个成语，那不是容易的事。其中
令全场惊羡的是，农大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高
惠敏教授，根据变了样的手势，一下子就猜
出“打草惊蛇”，全场爆起“真厉害”的赞
赏声。会上还进行了“炫彩派对”，服装比
赛。最令全场兴奋是“爱心”拍卖，其中有
林康鸿献出传家宝桌球棒、前大使张九桓、
泰华书法家侯少岩的墨宝、卢山云的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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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被刘飞雁、徐锡丰、詹廷虎、陈容等“标”去，最高“
标”价是张九桓的墨宝。“标”到的钱全部做为“爱心”活
动。
第二天午餐，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学长特地从曼谷赶
来参加“爱心”分享活动，即到汪勒迈（Ｗａｎｇ Ｄｏｋ Ｍａｉ）学
校，该校校长、区教育主任、老师及同学们热烈欢迎我们的
到来。廖锡麟主席、高惠敏院长、该校校长及区教主任分别
讲话，并捐献大量书籍、学生用品、教具，如电脑等，还
有“标”得四万多铢及高惠敏院长五千铢款项一起捐献给该
校。大家还一起吃当地盛名的冰淇淋，都赞口不绝“好吃”
。最后合影留念。
此次举办的“集训 • 激流 • 炫彩 • 爱心２０１３”联谊活动，
获得留中总会和农大孔子学院领导、校友、老师和社会各商界的赞助和支持。其中出力最多的
应数吴献群、刘飞雁、郑金水、林文财、林学真、庄圣鸿、黄金山、林康鸿，而在物质上支
持和出钱的，有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四万铢礼券、卢瑷珊、罗铁英各捐助一万铢，还得到雅龙
化妆业有限公司、南美有限公司、ＰＵＭＰＵＩ、ＳＩＮＧＨＡ、ＥＵＲＯＦＯＯＤ、ＳＩＮ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Ｄ－
ＩＮＧ、ＭＥＴＲＯＰＯＩＮＴ、ＩＮＤＹ ＴＯＹＳ、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以及留中写作协会、留中青年合唱
团等赞助的用品、玩具等，在此深表谢意！
此次活动的照片可查留中青年委员会的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คนเคยไปเรียนจีน （ｔａｃｕ．ｑｉｎｇｎｉａｎ）

留中总会主席廖锡麟学长和年轻校友到汪勒迈学校进行“爱心”活动，捐款、捐书籍、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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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留中总会青年委员会旅游活动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青年委

１３日早晨，大家更换漂流服装，到达

员会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到北碧府举

桂河，大家脱掉鞋袜，穿上救生衣。分坐一

办“ไปกาญจน์ฟรุ้งฟริ้ง มุ้งมิ้งเอราวัณ แบ่งปันหมู่บ้าน

艘艘小皮艇，顺流而下。到了激流之处，惊

เด็ก แฟนซีไม่เน้นเอ็กซ์ เล็กๆแค่ท่วมหัว 错过 จะ ｓàｉ ｊｉē

叫声、水声、笑声混为一体，校友们随波逐

桂河流筏铁路寒，彩妆夺目爱心暖” 联谊活

流，让心回归大自然。

动，约８０人响应了此次活动。除了留中总会

接着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呼应本次活

青年委员会的校友，还邀请了中国留泰的朋

动主题进行爱心分享，一行人除造访孤儿院

友一起去，加强泰中青年交流。

与孩童们欢聚以外，带了大批日常食用品捐

１２日早上，８０名泰中年轻校友分坐两部

献给孤儿院。也进行了义卖活动，义卖商品

大巴前往北碧府，大巴士上为大家准备了早

为孤儿院孩童们的亲笔涂鸦，义卖所得全数

餐。途中各位校友逐个自我介绍，大家初步

回馈于孤儿院所用。当任孤儿院活动翻译者

相知相识。

是兴光校友。

第一站是到爱侣湾国家公园，青年校友

然后在桂河桥边享用午餐，在回归曼谷

在这里举行妙趣横生的小组积分游戏，主持

之前，和美丽的桂河桥合影，留下青春、友

人是吴献群、刘飞雁和陈燕桢，各小组出尽

谊、欢笑的印记。平安回家，结束愉快的旅

力气竞争抢分，比分咬着上升，考验各人的

行。

智力，大家都相当投入，玩的不亦乐乎。
午餐后，到“七重天”瀑布探险，欣赏

流，让曾经在中国或泰国留学过的学生们，

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年轻校友纷纷在这里留

能够透过联谊活动，双方认识及分享彼此所

影合照。接着回酒店休息。

见所得，从中留下成长的美好回忆。

享用了晚餐，举行“色相冲冠”比赛，

此次举办的“桂河流筏铁路寒，彩妆夺

主持人廖涌舜、刘飞雁。是晚各人出尽宝

目爱心暖”联谊活动，获得留中总会领导、

法，每位校友费尽心思把脸庞化得色彩缤

校友、老师和社会各商界的赞助和支持。

纷、创意非常，看看谁够“色”、谁“色”
得酷、谁最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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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中总会多年来致力于中泰双方交

此次举办的“桂河流筏铁路寒，彩妆夺
目爱心暖”留中青年２０１４之旅，获得留中总

会领导、校友、老师和社会各商界的赞助和支
持。其中出力最多的应数吴献群、刘飞雁、郑
金水、刘淼芬、廖涌舜、陈燕桢、黄金山、
韩娜拉、兴光、林康鸿，而在物质上支持和
出钱的，有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四万铢礼券、
张祥盛永远名誉主席和廖锡麟主席各赞助活
动费用

２０，０００、罗铁英和郑楚君各捐助一万

铢，还得到雅龙化妆业有限公司、南美有限
公司、是拉差龙虎园、泰国文化现代娱乐艺
城（Ａｌａｎｇｋａｒｎ）、大众产品（Ｆａｒｍｅｒ）、清莱美思
乐旅馆（ＭｙＰｌａｃｅＭ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ＳＩＮＧＨＡ、ＥＵＲＯ－
ＦＯＯＤ、ＳＩＮ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ｗｉｎ Ｌｏｔｕｓ
双莲、ＡＡＣ＆ＴＡＣ汽车配件、ＫＯＨ－ＫＡＥ（大哥
花生豆）、ＳＵＮＴＯＳＨＩ、ＳＩＡＭ ＰＡＲＫ ＣＩＴＹ、Ｓｉａ－
ｍＯｃｅａｎＷｏｒｌｄ（暹罗海洋世界）、ＣＰ－ＡＬＬ、ＳＵＮ－
ＬＩＧＨＴ 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 ＭＥＴＲＯＰＯＩＮＴ、以及留
中合唱团、留中青年合唱团等赞助的用品、玩
具等，在此深表谢意！
此次活动的照片可查留中青年委员会的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ａｎｐａｇｅ ： คนเคยไปเรียนจีน
（ｗｗ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ｃｏｍ／ｔａｃｕ．ｑｉｎｇｎｉａｎ）

中国留泰学生到留中总会的感受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当踏进留中
总会办公室的这一刻，突然觉得
眼前一片熟悉的温馨感觉，中文
牌匾、中国字画、书籍，琳良满
目。进进出出的人中都操着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可不问不知道，
这些还都是在中国留学归来的泰
国朋友。而自己作为在泰国留学
的中国学生，遇到一批曾经也在
中国留泰学生和泰国留中学生合影。

我们国家学习过生活过的人，新

鲜感顿时很强，因为他们是在我们国家生活过的人呀，是对我们祖国有着深刻的了解的外国人
啊！所以中泰学生迅速打成一片，话题顿时多了许多。
留中总会举办的留学中国人员活动，并邀请在泰中国留学生一起参加，通过各种形式的
活动，增进两国留学生友谊，为共同学习两国语言与文化建立良好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发
现留中学生的中文水平和中文修养着实不错，就连古诗、成语、习语俗语都难不倒他们，相反
倒让我们中国学生大吃一惊，也对泰国学生的表现鼓掌、称赞！
最后，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结束。
（罗艳，泰国农业大学在读中国留学生，在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第四届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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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第六届理事会名单与职务

รายนามและตำ�แหน่งหน้าที่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สมาคมศิษย์เก่า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สมัยที่ ๖ พ.ศ.2555-2557
ประธานกิตติมศักดิ์สูงสุดถาวร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ทพรัตนราชสุดาฯ สยามบรมราชกุมารี
永远最高荣誉主席:

诗琳通公主

ประธานกิตติมศักดิ์ถาวร

陈有汉

นายชาตรี

ที่ปรึกษากิตติมศักดิ์อาวุโส

晏廷爱

ฯพณฯเอกอัครราชทูต เยี่ยนถิงอ้าย

资深荣誉顾问：

张九桓

ฯพณฯเอกอัครราชทูต จางจิ่วหวน

ประธานกิตติมศักดิ์

吴宏丰

นายสุธี

มีนชัยนันท์

荣 誉 主 席：

陈汉士

นายไกรสร

จันศิริ

ประธาน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ถาวร

陈汉涛

นายธีรวุฒิ

永远名誉主席:

刘锦庭

谢国民

นายธนินท์

管木

ฯพณฯเอกอัครราชทูต กว่านมู่

姚宗侠

นายจิตติ

อัคคพงษ์กุล

ตันติวงษากิจ

张祥盛

นายไมตรี

เต็มศิริพงศ์

นายยง

สุขสุดประเสริฐ

张永青

นายย่งชิง

จริงจัง

罗宗正

ดร.วิชิต

ลอลือเลิศ

ประธาน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

颜开臣

นายบุญชู

พงษ์เฉลิม

陈英实

นายกรวิทย์

สุพุทธิพงศ์

名 誉 主 席:

丘夏莉

คุณหญิงณัฐิกา

วัธนเวคิน-อังอุบลกุล

蔡志伟

นายทวี

ชัยจิรบุญ

陈金苞

นายเผ่า

กู้เกียรตินันท์

巫庭光

นายสุกิจ

อัมพรสุขสกุล

刘先飞

นายพงษ์

เหล่าวรวิทย์

许家训

นายบุญยเกียรติ โควาวิสารัช

ที่ปรึกษา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

陈贞煜

ศจ.ดร.ปรีดี

เกษมทรัพย์

萧廷理

นายประเสริฐ

กุลสมภพ

名 誉 顾 问：

杜莎娣·帕侬荣

นางดุษฎี

พนมยงค์-บุญทัศนกุล 萧亮达

นายวิวัฒน์

ตะล่อมสิน

华妮·帕侬荣

นางวาณี

พนมยงค์-สายประดิษฐ์ 丁文志

ดร.จิตร

เต็มเจริญสุข

金晋煌

นายสุวรรณ

พรกาญจนานันท์

刘敏

นางวิภา

ตั้งจิตกุศล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 主席：

廖锡麟

นายกำ�พล

เสรฐภักดี

ร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

赖锦廷

นายพจน์

กาญจนปลั่ง

张祥裕

นายสมพงษ์

เต็มศิริพงศ์

副 主 席：

罗铁英

นางวรรณา

ลอลือเลิศ

郭少康

นายชวลิต

กิจศุภนนท์

谢均鸿

นายสุทธิกร

เจียรไพฑูรย์

陈惠芳

นางสุภา

ตั้งจิตรเพียร

梦莉

นางเสริมศรี

วรนาวิน

陈美琪

นางปรีญาณี

สุพุทธิพงศ์

邓玉清

นางรวีวรรณ

เทอดจิตไพศาล

陈安业

นายอนุวัฒน์

ตันติวงษากิจ

卢瑷珊

นางศิริลักษณ์

ชัยพรหมประสิทธิ์

曾纪贞

นางบุญมา

จริงจัง

เลขาธิการ 秘书长:

罗铁英（兼）

นางวรรณา

ลอลือเลิศ

รองเลขาธิการ

王绍麟

นายวงศ์

จงผดุงสัตย์

林栩

นายชูชาติ

ทรัพย์สุทธิพร

副秘书长:

陈少威

นายวีระชัย

วานิชประเสริฐพร

陈碧达

นายศิริทัย

ตันพิทักษ์พงษ์

吴献群

นายสุนทร

แซ่โง้ว

曾纪贞（兼）

นางบุญมา

จริงจัง

นายกิตติ

ปฐมาขจรพงศ์

陈少威（兼）

นายวีระชัย

วานิชประเสริฐพร

โสภณพนิช

เจียรวนนท์

永远荣誉主席:

ฝ่ายเหรัญญิก 财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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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贞杰

ผู้ตรวจสอบ 稽核组：

陈安业（兼）

นายอนุวัฒน์

ตันติวงษากิจ

刘汉城

นายอุดม

สุขสุดประเสริฐ

ฝ่ายสวัสดิการ

高绍良

นายเซี่ยวเลี่ยง

กออนันตกุล

罗雁列

นายยันลี

โลว

福 利 组：

温沙南

นายสนั่น

วรวิวัฒน์

李文海

นายจรัญ

ลีลานุพันธุ์

นายวิทยา

บุญวรพัฒน์

廖志营

นายจื่อหยิง

แซ่เลี่ยว

陈文彪

ฝ่ายวัฒนธรรมสัมพันธ์

李自珉

นางจิตติภัณฑ์

ซื่อหมิน

廖兴国

นายณรงค์

วามวาณิชย์

文 化 交 流 组：

罗英杰

นายสุบิน

โรจน์แสงเรือง

周美光

นายธัชชัย

จิรวณิชชากร

梁忠翥

นายปัญญา

เรืองวงศา

谭国安

ผศ.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เจริญกิจ

范基山

นายสุธี

ทวีชาติ

蓓洁·宋卡拉克

นางสาวปลื้มจิต สงฆรักษ์

赵秀芬

นางกัญจน์นิตา สุเชาว์อินทร์

苏达·帕侬荣

นางสาวสุดา

吴令平

นายวัฒนา

งามรังสิมา

韩宗渭

นางสาวธารทิพย์ อมรประภาวัฒน์

李志雄

นายชาญชัย

ลีลาวัฒนสุข

马丽丽

นางสาวสุทธิพร อัศวเบ็ญจาง

何福祥

ดร.นริศ

วศินานนท์

马梅洲

นายบ้วยจิว

แซ่เบ้

张纬城

นายธานี

จงเจริญรุ่งเรือง

ฝ่ายงานเขียน

符绩忠

นายบรรจง

ภูธนกิจ

陈伟林

นายนิรันดร

นาคสุริยันต์

写 作 组：

黄绯凡

นางขวัญ

แซ่อึ๊ง

何锦江

นายนัปการ

จงจรูญกิจ

เฉลิมดำ�ริชัย

邱阳

นายอาทิตย์

คูมณ์ณีจิรกุล

พนมยงค์

林太深

นายดำ�ริ

刘淑华

นางนพินกานต์ แสงอนันต์

ฝ่ายสันทนาการ

钟庆辉

นายพิศาล

จงเจริญคุณวุฒิ

丁丁

นางสาวติงติง

สุธาชีวะ

康 乐 组：

丁有理

นายอดินันท์

คุรุธัช

陈戊庆

นายฉลอง

ตั้งพิรุฬ์ธรรม

ฝ่ายเศรษฐกิจการค้าและ

张英哲

นายโชคชัย

เดชศิริอุดม

林兆祥

นายสมชาย

แซ่ลิ้ม

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เทคโนโลยี

张琦

นางวริศรา

แซ่เล้า

毛庭安

นายเหมา

ทิงอัน

经 贸 科 枝 组：

陈卓钦

นายถนอมพงษ์ ปฐมศักดิ์

张诗伟

นายซือหว่ย

จาง

刘国汤

นายกำ�ธร

วรรธนะเลาหะ

ฝ่าย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

余秀兰

นางสุรางค์

อัครจรัลญา

廖绵才

นายสุรพงศ์

เสรฐภักดี

公 关 组:

黄昆临

นางนวลศรี

ภัทรธรรมมาศ

吴和好

นางสาวฐิติรัตน์ มีนชัยนันท์

陈新华

นายวิโรจน์

ตั้งวาณิชย์

吴鸿源

นายวิชาญ

ศิริกาญจนโรจน์

张振川

นายโชติ

จริงจัง

ฝ่ายเยาวชน

罗铁英

นางวรรณา

ลอลือเลิศ

张向泉

นายวสันต์

เต็มศิริพงศ์

青 年 组：

谢均鸿

นายสุทธิกร

เจียรไพฑูรย์

刘亿鸿

นายเอกพล

ฉัตรมงคลชัย

陈少威（兼）

นายวีระชัย

วานิชประเสริฐพร

赖应奇

นายภัคพล

กาญจนปลั่ง

吴献群（兼）

นายสุนทร

แซ่โง้ว

赵秀芬（兼）

นายกัญจน์นิตา สุเชาว์อินทร์

刘飞雁

นายสมจินต์

ลิ่วเกษมศานต์

陈少威（兼）

นายวีระชัย

วานิชประเสริฐพร

นางสุภา

ตั้งจิตรเพียร

丁素琴

นางพรศรี

จงเจริญคุณวุฒิ

นางราตรี

แซ่เล็ก

陈崇勤

นายโชติ

อรุณสกุล

นายเกรียงไกร

เศรษฐวงศ์

杨 玲（副主任）

นางสาวพิกุล

ตงศิริ

ฝ่ายคณะนักร้องประสานเสียง 陈惠芳（兼）
合 唱 团：

丁佩佩

สำ�นักงานสมาคมฯ办公室: 曾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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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赞助芳名
姓名
陈汉涛

款额
88万零4百铢
(包括两间房费两年共68万零4百铢)

姓名

款额

罗雁列

1万

廖锡麟
张永青
张祥盛

50万
30万
20万

张琦
李文海
黄昆临

1万
1万
1万

蔡志伟
罗铁英
邓玉清
吴宏丰
刘锦庭
罗宗正

20万
20万
12万
10万
10万
10万

梁忠翥
周美光
李志雄
刘飞雁
吴献群
陈碧达

1万
1万
1万
1万
5千
5千

陈金苞
陈英实
巫庭光
赖锦廷

10万
10万
10万
10万

何锦江
吴鸿源
丁素琴
李自珉

5千
5千
5千
5千

梦莉

10万

韩宗渭

5千

卢瑷珊
张祥裕
陈惠芳
丁佩佩

10万
10万
10万
10万

刘淑华
马梅洲
林栩
符绩忠

4千
4千
3千
3千

曾纪贞
许家训

10万
8万

林太深
谭国安

3千
3千

刘先飞
郭少康
陈安业

5万
5万
5万

廖兴国
钟庆辉
温沙南

3千
2千5百
2千

王绍麟
高绍良

5万
2万

赵秀芬
余秀兰

2千
2千

廖志营
廖绵才
陈戊庆

2万
2万
2万

刘国汤
张贞杰
黄绯凡

2千
2千
2千

陈崇勤
张振川

2万
2万

丁有理
蓓洁 宋卡拉克

2千
2千

坤仁丘夏莉
陈少威
陈卓钦

1万
1万
1万

张纬城
范基山
罗英杰

2千
1千
1千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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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万零9百铢
4,290,900.00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１１周年联欢大会赞助芳名
姓名

款额

姓名

款额

廖锡麟
张祥盛
陈汉涛

50万
20万
10万

孔屏、康丹
张琦
钟爱祥

5千
5千
5千

罗铁英
刘敏
刘先飞
张永青
张祥裕
巫庭光

10万
10万
5万
5万
5万
5万

刘淑华
刘丹睿
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何锦江
吴静敏
苏佩琼

4千
4千
3千
3千
3千
3千

蔡志伟
赖锦廷
黄迨光

5万
5万
5万

黄安生
丁有理

3千
2千5百

梦 莉

5万

2千1百
2千

卢瑷珊
陈金苞
邓玉清

5万
5万
5万

清华大学泰国校友会
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

5万
5万

曾纪贞
天津师范校友会
华侨大学泰国校友会

4万
2万
2万

ร.ศ.อาทร
温沙南
林太深
谭国安
范基山
庄秀琴
刘德灵
陈汉民
徐碧玲
赖汉敏
张瑞瑜
刘惠明
陈贤德
陈筠生
李友忠
胡嘉勋
黄爱珠
高培基
赵秀芬
王志远
李勉生
陈良道
吴昭虹
胡马文莹
方天伦
康健龙
林宏展

罗宗正

2万

许家训
何韵
陈戊庆
丁佩佩

2万
2万
2万
2万

谢均鸿
毛庭安

1万
1万

郭少康
苏佩吟
北外专

1万
1万
1万

留中书法文化协会
邓春珍

1万
5千

李文海
高绍良
王绍麟

5千
5千
5千

陈碧达
丁素琴

5千
5千

共计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2千
1千5百
1千2百
1千
1千
1千
1千
1千
1千
1千
1千
1千
2百万零4千3百铢
2,004,300.00

57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章程
（一） 名称：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สมาคมศิ ษ ย์ เ ก่ า มหาวิ ท ยาลั ย ประเทศจี น

Thai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二）

宗旨：
增进在泰国留学中国各大学校友及所有留学中国校友的友谊与合作；发挥对泰中

两国情况熟悉的特长，促进两国传统友谊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
（三）

性质：
本会是群众性团体，由在泰国留学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各大学校友自

愿组合而成。
（四）

会员：

１． 凡泰国留学中国的大学生以及原为中国籍的大学生（本科、大专、大学进修、大学
函授）毕业、肄业、结业而现居泰国持有泰国公民证或随身证者，承认本会章程，均可成
为本会会员。
２． 会员一律平等，有选举与被选举本会理事的权利，并有权参加本会各项活动。
３． 会员在自愿原则下协助与资助本会的发展。
４． 凡有违反章程者，须自动提出辞退，或经理事会决议，取消其会员资格。
（五）

组织：

１． 恭聘诗琳通公主任永远最高荣誉主席。
２． 会员大会为本会最高组织机构，负责审定、通过章程，选举新届理事，并成立理事
会。
３． 理事会每届两年。
４． 理事名额不少于４０位。推选新理事，须由每一届的会员大会选举通过。
５． 由理事会互选主席一位，主席提名副主席若干位，理事会通过。理事职务，由主席
委任。理事可连选连任。
６． 理事会主席，一届任职两年，可连选任，不得超过两届。
７． 历届正主席任满后晋升永远名誉主席（排名于荣誉顾问主席之后） 。
８． 各届理事会可敦聘曾在中国学习的德高望重、对社会有卓越贡献的校友任荣誉主
席、资深荣誉顾问、荣誉顾问主席、名誉主席、名誉顾问、顾问等职务。
９． 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理事会，必要时可临时召开特别理事会
或特别会员大会。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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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程如有未尽善处，须经理事会以三分之二票数通过修改之。

ข้อบังคับสมาคมศิษย์เก่า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1 ชื่อสมาคม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สมาคมศิ ษ ย์ เ ก่ า มหาวิ ท ยาลั ย ประเทศจี น

Thai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2 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
เพื่อกระชับมิตร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ที่เป็นศิษย์เก่าขอ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ต่างๆ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และคนไทยที่เคย
ศึกษ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ทั้งหมด เพื่อ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รู้ 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อันโดดเด่น ต่อสภาพการณ์ ของ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
จีน อันจะทำ�ให้ สามารถส่งเสริมมิตรภาพที่สืบทอดมายาวนาน รวมทั้งส่งเสริม 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 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ของทั้งสอง
ประเทศ ใน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กิจ 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 เทคโนโลยี วัฒนธรรม และการศึกษา เป็นต้น อีกทั้งเพื่อแสดงบทบาท ในการเป็นสะพาน
เชื่อม และเป็น เกลียวไหม ที่ร้อยรัดสายสัมพันธ์ ไทย-จีนให้แน่นแฟ้น
3 คุณลักษณะ  
สมาคมศิษย์เก่า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เป็นองค์กรอิสระ ซึ่ง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รวมตัว ด้วยความสมัครสมานของ ชาวไทยที่
เป็นศิษย์เก่าขอ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ต่างๆ 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รวมไต้หวัน  ฮ่องกงและมาเก๊า)
4 สมาชิก      
4.1 คนไทยหรือคนที่เดิมมีสัญชาติจีนซึ่งเคยศึกษาใน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ในหลักสูตรปริญญา
ตรีหลักสูตรอนุปริญญา หลักสูต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เพิ่มเติม หรือหลักสูตรเรียนทางไปรษณีย์ ใน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 ทั้งที่เรียน
สำ�เร็จการศึกษา ได้รับปริญญาบัตร หรือได้รับประกาศนียบัตรจบหลักสูตร หรือเรียนแต่ไม่จบหลักสูตร และขณะนี้
มีถิ่นพำ�นัก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อย่างยิ่งถือบัตรประจำ�ตัว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ทย หรือใบต่างด้าว เมื่อยอมรับในข้อบังคับ
ของสมาคม ถือเป็นสมาชิกของสมาคม
4.2 สมาชิกมีความ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น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มีสิทธิเลือกตั้งและรับเลือกตั้งเป็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 และมีสิทธิเข้าร่วมกิจกรรม
ทุกอย่างของสมาคม
4.3 สมาชิกเป็นผู้ให้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 และให้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ทางการเงิน เพื่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สมาคมโดยยึดหลักความสมัครใจ
4.4 สมาชิกที่ละเมิดข้อบังคับสมาคม จะต้องขอลาออกโดยสมัครใจ หรือโดยผ่านมติ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ให้ขาดจากสมาชิกภาพ
5 การจัดตั้ง   
5.1 กราบบังคมทูลเชิญ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ทพรัตนราชสุดาฯสยามบรมราชกุมารี ให้ทรง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ตติมศักดิ์
ถาวรสูงสุด”
5.2 ที่ประชุมใหญ่ของสมาคมถือเป็น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องค์กรที่มีอำ�นาจสูงสุดมีหน้าที่พิจารณาชี้ขาดและ ผ่านข้อบังคับ เลือก
ตั้งกรรมการชุดใหม่และจัดตั้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
5.3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อยู่ในตำ�แหน่งคราวละ 2 ปี
5.4  จำ�นว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ต้องไม่น้อยกว่า 40 คน หากมี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 สามารถเสนอแต่งตั้งกรรมการใหม่เพิ่มได้ ทุกเมื่อ แต่
ต้องผ่าน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จาก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โดยมีคะแนนเสียงเกินกึ่งหนึ่ง
5.5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 1 คน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ป็นผู้เสนอรายชื่อ ร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
จำ�นวนหนึ่ง และ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ป็นผู้แต่งตั้งตำ�แหน่งหน้าที่ของกรรมการโดยผ่านมติ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 เมื่อหมดวาระ กรรมการ
มีสิทธิได้รับเลือกตั้งเข้าทำ�หน้าที่ในสมัยต่อไปได้
5.6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สมัยละ 2 ปี เมื่อหมดวาระแล้วสามารถลงสมัครับเลือกตั้ง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ต่อได้
อีก 1 สมัย แต่รวมแล้วไม่เกิน 2 สมัย
5.7 อดีต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ต่ละสมัยเมื่ออยู่ในตำ�แหน่งจนหมดวาระให้เลื่อนขึ้นเป็น “ที่ปรึกษากิตติมศักดิ์อาวุโส”
(เรียงลำ�ดับต่อจาก “ประธานที่ปรึกษากิตติมศักดิ์”)
5.8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องแต่ละสมัย    สามารถเชิญศิษย์เก่าที่เล่าเรียน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และทรงคุณวุฒิ อุทิศตน
สร้างคุณูปการต่อสังคมให้เป็น   “ประธานกิตติมศักดิ์” “ประธานที่ปรึกษากิตติมศักดิ์” “ที่ปรึกษากิตติมศักดิ์อาวุโส” “ประธานที่
ปรึกษา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 “ประธานผู้ทรงเกียรติ” “ที่ปรึกษา”  เป็นต้น
5.9 จัดให้มี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ใหญ่สามัญประจำ�ปี   ปีละ 1 ครั้ง   จัด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ทุกๆ3 เดือนในกรณีที่มีความ
จำ�เป็น 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ดประชุมใหญ่วิสามัญหรือเรียก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ป็นกรณีพิเศษได้
5.10 หากข้อบังคับฉบับนี้มีข้อความใดที่ยังขาดตกบกพร่องและ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แก้ไข จะต้องผ่านมติ โดยมี
คะแนนเสียง 2 ใน 3 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 จึง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แก้ไขไ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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