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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国驻东盟使团消息：9 月 5 日，邓锡军大使会见来访的国家开发

银行行长欧阳卫民一行，就国家开发银行参与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基础设

施和金融领域合作进行了工作交流。

陆慷大使会见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一行
【本报讯】据中国驻印尼使馆消息：9 月 6 日，陆慷大使会见香港民建联主

席李慧琼一行。双方就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中印尼关系发展交换了

意见。

邓锡军大使会见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卫民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
吴”、“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
罗”。

这样的诗句吟诵出来，
瞬间就回到江苏吴中。那是
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吴侬软
语、荷香悠远。彪炳史册的
先贤范仲淹、范成大生于斯，
为华夏添彩；文化大家金圣
叹、叶圣陶长于斯，留下诸多
佳话。现代中国，学者余秋
雨在著名散文集《文化苦旅》

中写过吴中，其情也
长，其义也深。

吴中，真正的江
南。吴中，中国驻泗水
总领事顾景奇的故乡。

江南好，风景旧
曾谙。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江苏吴中顾氏之
门，弄璋之喜，得景奇

男儿。
诗人郑愁予说：“我打江

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
颜如莲花开落。东风不来，
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
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
街道向晚……”

带着江南的细润到北京
外国语大学，走过吴中浸透
人文气息的青石板小街，聪
明过人的顾景奇成为一代天
骄，走上共和国外交官这条

既光芒万丈又寂寞孤单的人
生大道。

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到外
交部新干班，从马来西亚、洛
杉矶、海南、伊斯坦布尔，再到
今天的印尼泗水总领馆，三十
年，弹指一挥间！顾景奇，这
位年轻的共和国外交官接受
多重历练，容颜依旧，初心不
改。为着深爱的祖国，怀抱最
初的梦想，无怨无悔奉献在共
和国的外交战线上。

人们说，所有的外交官
都是英雄。此言真实不虚！
辞妻别子，拜别高堂，走出国
门，踏上异国他乡。上承国
家重任，下接同胞嘱托，或枪
林弹雨，或人祸天灾。歌舞
升平中有忧惧，花团锦簇里
常警觉。做一名称职优秀的
外交官，从来都不易！很难、
很难！

无论华夏同胞还是异族
兄弟，假如有机缘来印尼泗

水这片热土，有幸亲近中国
驻泗水总领馆诸位外交官，
一种平生不曾有的亲切、温
馨和圆满会扑面而来。总领
事顾景奇率领他的团队，像
一颗璀璨的星，闪耀在印尼
华人和印尼各界人士心上。
顾景奇先生虽已知天命之
年，但却神采飞扬如十五岁
的追风少年。景奇温暖的笑
容，真挚的情怀给整个世界
带来不一样的电与光，令所
有接近他的人都感受到不同
寻常的欢欣与舒展。

他把热与暖发散给国
家，辐射给同胞，一个人独行
在上下求索的外交之路，三
十余年不曾与家人团圆。

三十余年，舍温馨小家，
全力以赴捍卫“国家”这个最
庄严神圣的词；三十余年，藏
起孤寂冷清，将亲切笑脸奉
献给大同世界。

三十余年，一万一千个

日日夜夜！白发高堂在期
盼，妻子娇儿在呼唤！这条
长长的外交官之路，是担当，
是使命，开弓没有回头箭。
多少次，千里万里惦记着亲
爱的妻与子；多少回，魂牵梦
绕在父母膝下尽孝承欢。

自古忠孝难两全。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
更高，若为自由
故 ，两 者 皆 可
抛，一个人精忠
报国也好。

有人说，钱
不必多。钱少
是自己的，钱多
是大家的，再多
是国家的。人
亦如此。人不
必太优秀。平
凡的人属于父
母小家，优秀的
人属于广义大
家，再优秀便属

于国家。景奇先生，不属于
小家，不属于大家，他属于泱
泱大中华。

求大道者皆寂寞孤独，
在家国大义面前，一切付出
皆值得。景奇，奉献国家的
人，天地护佑、人神同敬！

泗水：文山翁

求大道者皆寂寞孤独
——写给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景奇

【本报讯】2022第六届未来
演说家全球总展演获奖名单公
布。8月6日-7日，由北京中传
赛奥教育集团主办、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语言艺术委员会指
导、众多权威单位支持的第六
届未来演说家系列活动总展演
于线上、线下同步播出。本届
总展演共吸引了全国二十余个
省市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
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印尼等海外地区近5万名青少
年参与其中。

未来演说家一直致力于
打造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中文
演说平台,第六届活动聚集了
十九个海外地区的选手,活动
规模空前巨大。未来演说家
一直致力于打造全球具有影
响力的中文演说平台,第六届

活动聚集了十九个海外地区
的选手,活动规模空前巨大。
国际汉语考教结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未来演说家海外负责
人郑丽杰老师也在现场表达
了组委会践行“演说沟通世
界”的实际行动。

本届颁奖盛典于8月7日
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
业园精彩落幕。颁奖盛典以

“后浪”为主题,节目立意新
颖、格局高远,内容丰富,由腾
讯视频、爱奇艺、哔哩哔哩、抖
音、视频号五大平台直播,央
视频进行了展播,超百万人次
共享此盛典。颁奖典礼现场
还播放了海外选手参与本届
活动的选手演说视频集锦。

第六届未来演说家印度
尼西亚选区，共有48位学生

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并充分发
挥自身特长，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其中有14位学生获得金
奖，14位学生获得银奖，20位
学生获得铜奖。

金奖
郑义祥（棉兰）林尹清（棉

兰）林秀芸（泗水）
林家全（棉兰）蔡豪宗（棉

兰）陈意欣（峇淡）
梁惠欣（峇淡）林芳瑾（先

达）林尹芊（棉兰）
江 源（雅加达）黄家芸

（棉兰）
黎妙诗（丹绒槟榔）黄志

铭（先达）陈美欣（棉兰）
银奖

方琬棋（棉兰）黄钰婷（棉
兰）何柔瑾（先达）

林家仙（棉兰） 黄子嘉
（棉兰）黄建福（先达）

伍殷慧（棉兰）黄圣凯（雅
加达）洪小惠（先达）

黄馨娴（先达）梁嘉芸（先
达）岑婉芳（先达）

李淑慧（棉兰）傅恩慈（石
叻班让）

铜奖
许绵祥（宁岳）许汉圣（宁

岳）陈嘉恩（当格朗）
陈志勇（当格朗）罗芯妹

（棉兰）何浩菘（棉兰）
黄俊伟（先达） 吳欣恩

（先达）岳书雅（先达）

林仕軒（巨港）张义成（石
叻班让）洪赠杰（先达）

纪金蓉（先达）曾仪珍（三
口洋）张猷达（三口洋）

张佑伦（三口洋）郑小芳
（百富院）

瑞 秋（北干巴鲁）
黄则丝（三口洋）杨珍娜

（柬埔寨）
颁奖典礼结尾,中国传媒

大学博士、未来演说家系列活
动发起人杜远智上台发言,他
代表活动组委会既对参与本
届活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
达了感谢,同时也表达出坚持
将活动做下去,将中国声音传
遍世界各地的决心。后浪奔

涌,不负前行,未来演说家系列
活动未来将继续把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中国
故事带向国际舞台。
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苑供稿

2022年第六届未来演说家全球总展演圆满完成

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
苑的副主席苑的副主席 郑丽杰郑丽杰 林明珠主席参与活动林明珠主席参与活动

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合影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合影 线上选手比赛景线上选手比赛景 11

线上选手比赛景线上选手比赛景 22

【本报坤甸讯】9 月 5 日
星期一，2022 年西加华文教
育协调师资培训班举行了秋
季班开学典礼，本开学典礼
典礼分上下午两场，莅临开
学典礼的嘉宾有西加华文教
育协调师资培训班陈得时主
席、陈慧珍老师、陈燕娜老师
以及全体老师。2022至2023
学年的新学生共有 147 名，
分为 8 个班，其中 7 个线下
班，1 个线上班，7 个线下班
有4个初级班、2个中级班、1
个初中班、及1个网络班。

开学典礼由师资班管理
主任陈燕娜老师主持，首先
陈燕娜老师致词欢迎各位新
同学。陈慧珍老师在致辞中
再次欢迎新同学，并简单地
给学生们介绍西加华文教育
协调师资培训班的历史。至

今西加协调师资培训班成立
即将14年，已培养许多优秀
人才，许多结业之后的学生
前往中国深造。如今很多中
国公司需要大量有一定工作
技能且有汉语基础的员工，
这样在工作上才能获得更好
的待遇。陈老师再次鼓励学

生们要好好学习、坚持不懈，
将来一定能取得好的成就。

下午班由陈得时主席致
辞，陈主席说在协调师资培训
班学习是一个开始，我们都要
勇敢去面对每个学习的问题，
不要半途而废，并希望每位学
生能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

能力。陈主席鼓励大家只要不
断努力和认真学习，每位学生
以后都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拥
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他也希望
以后毕业生对教师职业有兴
趣，培养出更多的掌握汉语的
人力资源。

接下来由陈燕娜老师介

绍西加华文教育协调师资培
训班的老师，他们是:毕业于
北京语言大学的陈燕娜（硕
士）、林德源（硕士）、毕业于
浙江大学的梁灯来（硕士）、
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的陈丽
青（学士）、毕业于广州

暨南大学函授班的温世

忠（学士）、毕业于广州暨南
大学的魏美芬（硕士）、卢丽
玲（学士）、林惠宴（学士）、
梁真佑（学士）、郑彩莲（学
士）、叶意萍（学士）、林美清
（学士）、吴晓红（学士）、林
莉秀（学士）。

之后陈燕娜老师为学生
解释学生守则，希望学生们
能遵守纪律，保证出勤，认真
学习。接着由卢丽玲老师给
学生讲解评分标准，林惠宴
老师讲解报名奖学金的程
序，学生会代表介绍学生会
的活动同时也希望新学生积
极参加学生会。最后由陈燕
娜老师闭幕致辞, 全体师生
合照留念。

开学典礼之后，班主任
和新学生到相应的教室开班
会，分发教材。

西加华文教育协调师资培训班 举行2022秋季班线上开学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