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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前校长张述洲：

百年航程
百年
航程 有
“侨”
精彩



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施方白——

我在百年侨校任教那些年
本报记者 严 瑜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唐志昌

施方白，生于 1887 年，化名
施天权，江苏启东人。少年时代
接受私塾教育，后求学上海，考
入上海美术学校。
施方白才华横溢，诗文皆佳。
他 23 岁时在上海参加孙中山领导
的同盟会，25 岁时远渡东洋，进入
孙中山创办的“大森浩然军事学
社”学习，加入“中华革命党”。后
来 ，他 秘 密 回 沪 ，分 管 党 务 兼 财
务。辛亥革命时期，他曾任学生军
司令，开展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后，施方白赴南洋
群岛槟榔屿从事教育工作，在当
地华侨学校执教，主编 《光华日
报》，反对国内军阀混战，鼓励华
侨爱国。因受殖民当局迫害，他
于 1921 年回国，受聘上海文治大
学新闻学教授，主编 《江口报》。
1926 年 ， 施 方 白 满 怀 激 情 ，
再次南下广东，参加北伐。期
间，他因资助胡若愚等共产党人
脱险，被挂上“跨党分子”罪名
遭捕，幸得友人相救获释。1929
年，政治家、革命家邓演达从德
国秘密返沪，召开 14 省、市左派
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 （又称第三党），邓演
达邀施方白开展发起工作。施方
白受命担任江苏干部会负责人 ，
在南通、苏州等地开展工作，组
织反蒋活动，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31 年，邓演达被国
民党枪杀，施方白继承邓演达遗志，在上海办起印刷社，揭
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以孤身作战的胆略，继续从事革命
活动。
1938 年，施方白为探求革命真理，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
武介绍，与同乡、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沈维岳两人，专程
赴陕北访问。一到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交
谈中，施方白就中国抗战前途、社会革命等 9 个问题，向毛泽东
请教。毛泽东一一解答，对中国革命前途与未来作出精辟阐
述，让施方白受到教育和启示。他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导，
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实地感受革命根据地建
设，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施方
白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将一幅亲笔题词和一张个人照片赠予
他，并到门口亲自送行。
在延安聆听革命教导的施方白，从此更加坚定地与中国
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遵循毛泽东
的指示，介绍许多进步青年，通过董必武的关系去了陕北，
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施方白在帮助华东人民解放军采购药品
和军用物资的过程中，因消息泄露遭国民党逮捕，被送上国
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审讯，在共产党极力营救下
得以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施方白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委、
农工民主党湖北、江苏省委主任委员等领导职务，为新中国
政协工作继续发挥作用。1970 年，施方白逝世。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日本侨胞张述洲是一位
资深华文教育工作者。旅日
33 年间，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
精力都倾注于中文教育，在拥
有 120 余年历史的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默默耕耘。在他看
来，中文教育不仅要教孩子们
学说“中国话”，更要在一颗颗
年幼的心中播撒下中华文化
的 种 子 ，让 他 们 记 住 自 己 的
根，日后成长为中国故事的讲
述者和中日友好的推动者。
以下是他的讲述。
图为张述洲 （左四） 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民乐部指导老师及部分学生合影。

重视中文教育 做好“留根”工程
1983 年，我大学毕业，成为恢复高考后中央音
乐学院歌剧系首届毕业生。1989 年 1 月，我赴日本
神户留学，
从熟悉的音乐领域转入教育领域。
初到日本时，我孤身一人，靠打工挣学费和
生活费。记忆最深的，是每当我看到日本 NHK
电视台的中文讲座时，听到片头播放的电影 《白
毛女》 主题曲 《北风吹》，总倍感亲切。那时，
在神户，除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只在车站附近
还开着一两间中文教室，方便一些从事中日贸易
的日本职员在下班后学习简单的中文日常会话。
在日本完成教育学硕士学业后，我先在一家
贸易公司工作了一年。1995 年，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招聘老师，辗转联系到我。我便荣幸地进入了
这所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侨校。1899 年 5 月，在梁启
超的倡议下，神户华侨出钱出力，倾囊相助，建起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这就是今天日本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的前身。其后 100 多年，学校历经合并、战
乱、复校，发展成为如今在关西乃至日本颇具影响
的一所全日制华文学校。
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更加坚定了我从事中
文教育的选择。当时，我的孩子刚上保育所没多
久。朋友说：
“ 虽然你们夫妻二人在家都说中文，
但我好奇，你们的孩子平常第一反应是说中文还
是日语？”之后，有一次孩子不小心摔倒，我发现他
第一句是用日语表示疼痛。我意识到，环境对孩
子的语言使用习惯影响太大了。即便我们在家里
营造了中文环境，但如果孩子没有机会在学校里
进行系统的中文学习，那么使用中文的习惯依然
会逐渐弱化。所以我们需要重视中文教育，这是
一项重要的“留根”
工程。
说来很巧，
我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还有一段奇
妙的缘分。出国之前，
我曾受朋友所托，
为一所学校
设计并手工制作了一幅“朗诵演讲竞赛会”的会标。
若干年后，我惊喜地发现，这所学校就是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而我制作的会标也被学校使用至今。

引入中国元素 葆有文化特性
算起来，
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工作了整整 27
年。从一名普通教师，
到 2016 年 4 月接任校长职务，

（受访者供图）

我始终心怀一份强烈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中文教
校长 6 年后，正式退休。尽管告别了讲台，但我
育，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根，在求学、就职和融
和学校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受学校民乐部邀
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都葆有中华文化的特性。 请，我每周都会返校两次，指导排练。同时，我
为此，我特别注重在课程中引入中华文化元素。
将继续在多元的平台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日
早年，
我上美术课时，
教学用品中有一种彩砂， 交流。
老师会引导学生将其铺在有黏性的纸板上，
呈现出
5 月 7 日，一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
不同的图案。至于具体做成什么图案，
教材中只提
二胡名曲音乐会在兵库县立艺术中心大音乐厅举
示了小动物或美丽的风景等。我想到，
中国的京剧
行，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二胡演奏家和爱
脸谱不正是最好的教材吗？于是，
我亲自设计制作
好者汇聚一堂，其中包括我指导过 13 年的神户中
了京剧脸谱的模板，指导学生制作“彩砂脸谱”，让
华同文学校民乐部及我担任指挥的国际民族乐
孩子们认识了作为中国国粹之一的京剧。
团。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是我编写的《大海·故
此外，在日本，中小学校都开设一门技术家
乡》，乐曲是将中国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
庭课，教学生有关电工、木工、料理、缝纫等与 《大海啊故乡》以及日本家喻户晓的名歌《故乡》巧
衣食住行相关的课程。当时，我担任这门课的教
妙融合而成的民乐合奏。
研组组长。在制定技术家庭课的教学大纲时，我
当天，在 300 多人的伴奏下，由 100 多人组成
在中学二年级的课程内容中加入了学做中餐，并
的合唱团演唱了这首 《大海·故乡》。合唱团中，
设计了详细的教程。从擀饺子皮，到做炸酱面， 超过 95%的团员都是日本普通市民，既有 20 多岁
再到烧糖醋排骨，学生们学做中餐的兴趣特别浓
的年轻人，也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音清晰
厚。为了让学生们对中餐的了解不只是“蜻蜓点
的中日文合唱，伴着二胡和乐队的优美旋律，深
水”般停留于表面，我便在购买食材的环节就开
情的歌声回荡在音乐大厅内，打动人心。我相
始计分，鼓励学生们分组采购，找到并正确认识
信，音乐没有国界。通过文化艺术这一媒介，中
食材。许多学生学会做中国菜后，还在家给父母
日民众可以更好地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露了一手，让父母非常欣慰。
近期，我担任副理事长的 NPO 法人国际音乐
我担任校长之后，还从中国特聘参与国侨办
协会正在筹备一个新的活动——将已举办 20 余届
教材编纂的专家，对学校里的教师进行培训，并
的中国音乐比赛“搬上”网络。其实，从 1999 年
通过教学改革充实了课程的趣味性和时代性，让
的第一届中国音乐比赛开始，我便在担任评委的
学生们自发主动地爱上中文。
同时，协助张文乃理事长致力于在神户乃至日本
在我看来，
中文教育不只是语言教育，
中华文化
推广中国音乐。随着这项比赛的影响力日渐扩
也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除
大，2006 年我们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作，
了设有与日本公立学校同步的课程以外，
还设置了
联手举办了首届中国音乐国际比赛。此后，中国
语文课和汉语课（即听说课），
教学内容包括中国的
音乐国际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成为在神户和杭
地理、
历史、
民俗文化等。学校的文化部活动里有舞
州交替举办的国际赛事。
狮部、
民族舞蹈部和民乐部。这些代代相传的中华
如今，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跨国交流增添了
文化教育成果，
经常在当地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中得
阻力，但我希望借助网络平台，延续这项普及中
到展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教学与交流，
潜移默化
国音乐的比赛，也延续两国民众因为音乐结下的
地影响学生，
加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情谊。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题为《中日友好根在民间，
今年底，我与胡士元会长并肩合作的西日本
中日未来望于少年》。虽然学校主要招收华侨华人
华文教育者协会创办的“中华杯·在日华侨华人
的孩子，但也有一定比例的日本孩子。我相信，在
青少年汉语演讲比赛”将进入第 16 年。十几年
他们心中播撒的文化种子终有一天会发芽开花。
来，演讲比赛为众多华侨华人青少年学习中文提
供了广阔平台，培育了一批批传承中日世代友好
的文化使者。
继续发挥余热 推动中日友好
尽管身份变了，但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我将尽己所能推广中文教育、传扬中华文化，为
促进中日友好培养更多人才，营造更好氛围。
今年 3 月 31 日，我在担任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印尼归侨做“摆渡人”
：

“只要需要我，就义不容辞”
林榕生
从今年 3 月福建出现一轮本土疫情以来，60 岁的印尼
高频率接触风险地区返宁人员，让温声强的家人担
归侨温声强已协助接送境外输入人员 100 多人和密接及次
忧不已。他的妻子也曾埋怨：“你都退休的人了，还凑什
密接人员 1000 多人。
么热闹，要是有个万一怎么办？”
“24 小时待命，最忙的时候，从白天一直做到次日凌
“你不去做，我不去做，最后谁来做呢？在我们归侨
晨四五点才回家。”温声强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平常早上
危难的时候，是祖国接纳了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我了，
8 点开始上班，基本都是到晚上 12 点才下班。
说什么我也得上。
”这是温声强的回答。
今年 3 月刚退休的温声强，原为福建省宁德市东湖塘
“家人虽然担忧，但还是比较支持的，我也安慰家
华侨农场的职工。3 月 15 日，他加入宁德东侨开发区防疫
人，自己会做好科学防护。”温声强说，自己已经快一个
志愿者队伍，成了接送境外输入、高风险地区返宁人员
月没回家了。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他把“家”搬
和转运密接及次密接人员的一名“摆渡人”。
到了办公室，一张床、一张办公桌，成了他临时的
每天，温声强都奔波在路上，车上不能开空调，密 “家”。他说，住在办公室，可以随时执行任务，节约很
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穿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以及
多时间；生活用品不够时，他就电话联系家人送到办公
防疫需要，压缩饼干成了他主要的食物。原有的腰椎间
场所门卫处。
盘突出老毛病，在高强度的长途跋涉下更是不时发作。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温声强也收获了不少感动。今
止疼药成了他出行的必备品。
年 4 月的一天，刚刚过完 60 周岁生日的他，身着防护服站
“和医生护士比起来，我们算轻松的了。”温声强
在某小区门口。
“伯伯，这是我爷爷种的，给您解渴！”突然，
说，自己在人员转运方面比较熟悉，一直都在做这事。 一个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原来是一名小朋友给他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温声强就主动请缨，担
送来了一个青瓜。
“还有一次，我在转运一家隔离人员抵达
起接送高风险地区回宁人员的任务，往返奔波于宁德和
酒店后，这家人的孩子对我说‘爷爷，您辛苦了’，我很感
厦门、福州等地的集中隔离点。
动。
”温声强难以忘怀防疫工作中的一个个瞬间。
“来回路程七八百公里，经常一天中有 10 个小时都是
这一份份感动，也让花甲之年的温声强更有动力坚
在车上度过的。”让温声强倍感欣慰的是，大家都挺配
守“疫”线。“只要需要我，我就会像战士一样随时准备
合，自觉去相应隔离点进行隔离。
出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据中新社电）

侨乡
新貌

非遗进校园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
县汾口镇界川小学，孩子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习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汾口草龙”特色舞
蹈，感受非遗魅力。
谢航凯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