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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華僑最高學府之稱的暨南大學在港澳台僑學生
的教學機制建設上，積極大膽探索針對境外學生的個性
化教學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包括國際化招生制度、個
性化培養制度、寬嚴相濟的運行制度、教學優先的保障
制度和多元的校園氛圍等獨特的港澳台學生個性化人才
培養機制，讓這所百年僑校煥發出勃勃生機。

本科生導師制：提供個性化成長方案
從 2004 年開始，暨南大學的外招本科生也可以有

自己的導師。這些導師不僅為學生提供學習上的幫助，
還為他們的思想教育、職業規劃做出個性化指導。

學校實行導師制主要針對外招學生的個性差異，加
強對學生學習和思想的指導，促使學生的學習觀念由被
動接受轉變為自主選擇，充分發展愛好和特長，培養其
廣泛的學習興趣，積極參與社會調查和大學生科技創新
活動。

暨南大學通過導師對學生進行 「導學」（學業指導）
、 「導心」（心理輔導）、 「導向」（價值觀的引導）
，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和生活。與研究生導師不同，這
些導師不僅要關心大學生的學習，他們還在生活、人格
培養等各方面給予學生特別關懷，指導學生科學合理地
利用選擇權，幫助學生構建個性化的知識與能力結構。
同時，針對學生在思想、學習、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
及時給予指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
價值觀。

該校藥學院一名擔任本科導師的教授表示，來自港
澳台的學生有了自己的導師，可以跟着導師在實驗室學
習，這樣有助於他們了解真正的科學研究是怎樣進行的
，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幫助。同時做到了將思想教育與
專業教育、課堂教育與課外教育、共性教育與個性教育
以及嚴格管理與人格感化的四項結合，從根本上把 「教
書」和 「育人」結合起來，促進了師生的教學相長，提
高了港澳台學生教育教學質量。有學生說： 「導師是把
我們當成他們的孩子一樣在輔導，讓我們從對大學的迷
茫到對社會、對工作都有了很多了解。」

分流教學：改革「流水線式」人才培養格局
暨南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

府，目前在校的港澳台僑和外國學生11799多人。面對
數量龐大、知識結構差別較大的境外學生，如果採用同
大陸學生一樣的培養模式，就無法保證教育質量，陷入
「流水線式」人才培養的困局。

為打破 「流水線式」的僵化模式，暨南大學提出了
「面向世界、應用為主」的教學要求，努力構建適應港

澳台僑學生需要的課程體系和專業（方向）體系。學校
根據港澳台學生與大陸學生的不同特點，在總體合併培
養的基礎上，從課程（殊途同歸的課程分流）、專業
（應用為主的專業分流）和培養模式（書院模式的管理
分流）等三個方面實施分流培養， 「該分則分，該合則
合」。

港澳台僑學生大一學年都要在四海書院的教學管理
下，以 「書院模式」進行學習。通過在課程、教材、教
學方法和管理模式等一系列的改革，引導港澳台學生認
同並傳承中華文化，使他們提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
掌握終身學習和專業發展的技能，為畢業後返回港澳台
地區就業做準備。同時傳承中華文化，培養歸屬感和榮
譽感。

此外，學校針對港澳台學生的課程設置進行了分流
，為了引導港澳台學生傳承中華文化，了解不同文化的
差異，區別於大陸學生的課程安排，設置了 「大學與人
生導論」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等課程。同時根據港澳
台地區對專業人才的特殊需求，暨南大學專門為港澳台
學生開設了知識產權、對外漢語、華文教育、新聞學
（國際新聞）等特色鮮明的專業。

目前，暨南大學專門為港澳台僑學生開設的專業課
程超過300門，突出對港澳台僑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
該校還制訂了逐步適應港澳台僑學生教學需要的人才培
養方案，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專業（方向）體系。
2001 年，暨南大學率先在國內綜合性大學成立全英語
教學的國際學院，設置全英語教學本科專業，以招收港
澳台僑學生為主。目前已開設了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
學、會計學（註冊會計師方向）、臨床醫學、食品質量
與安全、藥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及醫學MBBS等7個
專業，採用國外原版教材、全英語授課，用英語撰寫畢
業設計（論文）。

暨南大學突出 「僑校+名校」的辦學特色，按照兩
類人才培養目標要求，因材施教，分類培養，加強專業
建設，突出課程重點，不斷深化本科教學與課程體系改
革，將 「流水線」的困局徹底打破，收到良好成效。
2005 年，暨南大學總結本科教學改革而成的成果獲廣
東省教學成果一等獎。

國際化拓展：靈活寬鬆的自主式培養
來自香港的張琳在大二上學期多修了 2 個學分。

「提前修完一些課程可以在下學期給我騰出更多的時間
學習其他的東西。」張琳說，選課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
自己手中，這得益於暨南大學實施的彈性學分制。

暨南大學從 1978 年就開始試點學分制，1983 年全

面實行學分制，1993 年開始實行 「標準學分制」，
2006 年實行 「彈性標準學分制」。以尊重和發揮學生
的主體性為取向，合理規定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權利和
要求，為學生個性化發展創造條件。以「學分」衡量學生
學習情況的制度，是暨南大學個性化人才培養體系的運
行基礎。在本科生培養方案中有一個 「標準學分」，港
澳台學生每學期實際修讀的學分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能
力而圍繞 「標準學分」上下浮動。與此相配套，暨南大
學率先採用國際標準的教育質量認證，並與境外 40 多
所高校建立學分互認、成績互認制度。

同時，港澳台僑學生在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規定的學
分比例範圍內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學生
具有自由選擇權的課程學分數約佔總學分數的40%，學
校除了給港澳台學生充分的選課時間外，還專門設置了
試聽環節，學生可根據自己的選課信息對教師授課情況
進行試聽，如果不滿意可以在每學期第一、二教學周內
進行改選，充分拓寬了學習的自主權。

港澳台僑學生能享受到的個性化培養 「實惠」還不
止這些。學校對於學有餘力的港澳台學生，除以本專業
為主修專業外，還可以依據自身愛好另選一個專業為輔
修專業或修讀雙學位。港澳台學生在校修讀期間，都可
以享有一次調整專業的機會，學校尊重學生個性化選擇
，協助學生根據自身需要調整專業。

以此為基礎，暨南大學進一步拓寬國際化辦學視野
，以培養多學科全英語國際化人才為港澳台學生個性化
人才培養體系的標準，貫徹 「面向世界」的教育理念。
同時該校積極開展對外學術和教育交流，目前已同世界
五大洲180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機構簽訂了雙邊協議或
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它們遍及世界五大洲 30 多個國
家和香港、澳門地區。

一主多元：「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寄語港澳同胞：

「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這讓張琳和她的香港同學們格外興奮，很有共鳴。每年
暨南大學面向港澳台僑學生組織的 「中華文化之旅」、
「中國尋根之旅」、 「中國文化節」以及 「華文教育」

等品牌活動。學生們在學校的組織下深入到祖國各地，

尋根問祖、遊歷名山大川、深入城市鄉村，寓教於遊，
寓教於樂，親身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祖國現代化
建設的巨大成就，培養他們的愛國愛鄉之情、奉獻之心
，在無形中提升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學校大力營造 「一主多元」的校園文化氛圍，以中
國傳統文化為主線，兼容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文
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與薰陶中，提高港澳台學
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對異國文化的了解和
尊重，培養中華文化底蘊深厚兼具國際視野的高素質人
才。

學校創立了 「香港文化節」、 「澳門文化節」、
「國際文化聚暨南系列活動」、 「國際土風舞大賽」、
「國際美食節」、 「馬來西亞文化節」、 「泰國宋干潑

水節」和 「形象之星」設計大賽等特色活動，博採眾長
。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子們相互學習、啟
發借鑒，多種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並存，各種民族風情
異彩紛呈，匯成了國際性的大家庭。

在 「一主多元」的基礎上，同時突出 「學術主導」
的校園文化精髓，在 「百年暨南文化素質教育講堂」、
「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等校園文化活動體系中，

以學術活動為主導，積極引導港澳台學生提升人文底蘊
和科學精神、發掘應用知識的能力，培養高素質的應用
型人才。

創辦106周年以來，暨南大學始終恪守 「宏教澤而
系僑情」的辦學使命，鑄就了 「忠信篤敬、知行合一、
自強不息、和而不同」的暨南精神。學校堅定不移地走
國際化辦學之路、特色立校之路、文化興校之路，夯實
了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方面為海外華僑華人社會培養高
素質人才，另一方面通過編寫中文教材、培訓海外華文
教師等活動，大力開展海外華文教育，為保持華僑華人
的民族特性做了大量工作。暨南大學已成為中國內地最
大、最具影響力的港澳台僑高素質人才培養基地，暨南
校友活躍在港澳台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各條戰線上，
為祖國統一大業、港澳地區的穩定繁榮和國家僑務事業
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撰文：張宏、許諾、麥尚文、谷世乾、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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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最高學府」 暨南大學
打造港澳台僑高素質人才培養基地

百年學府暨南大學自1978年復辦以來，歷經35年的積澱，賦予了 「面向世界、應用為主」
教育理念更為豐富的內容。目前該校已構建起完善的現代化教學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包
括國際化的招生制度、個性化的培養制度、寬嚴相濟的運行制度、教學優先的保障制度和多元
的校園氛圍等獨特的港澳台學生個性化人才培養機制，成為中國內地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港澳
台僑高素質人才培養基地。

文化責任編輯：洪 捷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大家
都 想 知 道 ， 「小 提 琴 女 皇 」 慕 達
（Anne-Sophie Mutter）本周末與香
港管弦樂團首次合作的音樂會，為什
麼臨時換了曲子。從德伏扎克唯一一
首小提琴協奏曲，改成孟德爾遜 「太
出名的」e小調。

「因為（德伏扎克的）那首太重
了。」慕達說。

其實，捷克作曲家那首三樂章的
小提琴協奏曲，和貝多芬或布拉姆斯
的比起來，不論時長或編排，都算不
得重。慕達之所以這樣說，全因上半
場庫爾埃的《時光機》。

《時光機》是美國當代作曲家庫
爾埃（Sebastian Currier）題獻給慕達
的。七樂章，講個體對時間的認知，
講時間的壓縮扭轉以及被改寫， 「相

當複雜」。
「既有詩意的瞬間，也不乏詼諧

段落，需要多聽幾遍才能真正理解。
」慕達說。

既然上半場已有這樣頗具分量也
頗嚴肅的曲，下半場為何不能輕鬆一
下，換一首孟德爾遜 「青春的純淨的
」e小調呢？

況且，她十一歲時已經在台上演
奏這首e小調了。她喜歡它。

現代曲目都不喜歡
雖然她並不一定喜歡她演奏的現

代曲目。 「事實上，我演奏的大多數
現代曲目我都不喜歡。」慕達笑道，
聳聳肩，扮了個鬼臉。

不是因為旋律性不強，也不因為
怪，只是慕達覺得這些曲子， 「離現
實太遠了」。

「但沒辦法，你要喜歡你演奏的
東西，並且相信它。」

所以，慕達從不輕易改動作曲家
的原譜，即便改過後她演奏時會方便
些也舒服些，即便這些作曲家如庫爾
埃，是她相識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

「一旦涉及曲目問題，我不會混
淆朋友與朋友以及作曲家與演奏家之
間的關係。」慕達說： 「在我看來，
作曲家永遠高於演奏家而存在。」

她尊重原譜的每一個標記，哪怕
因此，她拉起琴來會不那麼順暢。
「我要忍受，要掙扎，因為這也是音

樂的一部分。」慕達舉了貝多芬的例
子，她說她這位偉大的德國同鄉寫出
的旋律，恰因為其中的苦痛糾結，才

有了張力，以及高度。

作曲家為慕達獻曲
雖然她並不像喜歡貝多芬那樣地

喜歡現代曲目，但總有作曲家樂意寄
譜子給她，樂意將自己的作品題獻給
她。比如俄羅斯女作曲家 Gubaidulina
（慕達說： 「我甚至沒有見過她本人
」 ） ， 波 蘭 人 Lutoslawski， 同 鄉 的
Rihm和慕達的第二任丈夫、比她大三
十四歲的 André Previn。她也樂意演
。 「我很高興能被這些作曲家選中，
很高興做他們的繆斯。」

同樣的，她也樂意做年輕指揮和
年輕樂手的繆斯。與 「港樂」的首演
，慕達與英國指揮 Michael Francis 拍
檔。這位二○○○年拿到皇家音樂學
院碩士學位的年輕人，因五年前頂替
傑基耶夫指揮倫敦交響樂團而成名，
兩年前與慕達世界首演Rihm的《光之
遊戲》。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知道路
該怎麼走。」慕達說， 「而且，現在
也是年輕一代接下擔子的時候了。」

當老大師們露面愈來愈少，四十
至六十歲的指揮又寥寥，唯有年輕指
揮站出來，背過台詞接下道具，戲，
才能接着往下演。

擺渡音樂生活之河
好在，還有慕達這樣的，樂於將

她從老大師那裡聽來的技巧和對樂曲
的掌控，講給年輕指揮聽。畢竟，不
是人人有機會與卡拉揚面對面討論莫
扎特。

她像極了黑塞《流浪者之歌》中
的擺渡人，將他來往此岸與彼岸的故
事講給船上的人聽。慕達所渡之河與
音樂有關，卻另有個更大的名字，叫
生活。四年前，她成立了自己的音樂
基金，尋找有天分的年輕樂手，給他
們演奏上的指導，送他們去學校深造。

基金贊助的十多名樂手，都是慕
達親自找到的。她甚至叫得出每個人
的名字，知道他們的喜好，誰誰剛結
婚了，又或誰誰去了哈佛教書。

她為每個樂手挑選導師。 「很多

時 候 ， 我 把 大 提 琴 樂 手 送 去 Yuri
Bashmet（中提琴家）那裡，因為我覺
得音樂不該被樂器固限，它是一種語
言，一種用來溝通的語言。」

「這些年輕人的技巧已經很棒了
，關鍵是怎麼激發他們的創造力。」
慕達會帶他們各處巡演，也各處玩。
去巴黎看莫奈的畫，去奧地利看雪山
，順道拜訪布魯克納故居。

「我們很親近，我們相互關照。
」慕達說。「音樂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
部分，但我同樣看重人與人的相處。」

像她，在台上拉琴三十六年，什
麼風光榮耀都見過了，可在台下，她
也要做回一個母親，會為孩子的三餐
發愁，也會面對瑣事，兩段短暫卻常
被人有意無意提及的婚姻，分離以及
遺失。

「更大的圖景，有關生活。」她
說這話時，望向窗外。遠處，是維港
斑斕的夜和海。

和慕達交談，你會由衷地開心，因為她總是笑的。
仰起臉，很大聲，甚至前仰後合。
和你握手時，她很用力，就像

她拉琴總是很熱情很用力一樣
。有人說她的演奏用力過猛，有人說她星味太重。她
只是做自己。

她用巴羅克弓把巴赫協奏曲拉得很快。有人
聽不慣。她不在乎。 「讓十年後的人們來評判
吧。」

她不說 「不喜歡」（dislike），總是直接
說 「討厭」（hate）。

她結婚離婚，再結婚再離婚。
她會講笑話逗人開心。她自嘲。
有次Riccardo Muti身體不適，請她指揮

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
「我還記得打擊樂手的眼睛，瞪得那麼大。」

「不過，我們挺過來了。只能說，不靠譜的
指揮遇到了一個好樂團。」

還想有下一次嗎？不，她說，我沒想過當指揮
。

她只是做自己。而且，她從來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本報記者 李 夢

她只是做自己

小提琴女皇樂做繆斯
慕達今明奏孟德爾遜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新視野藝術節2012節目」 之沈偉舞蹈
藝術《限界》及《世界首演新作》，晚上九時
三十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及大堂舉行。
▇廣東音樂系列之 「歌壇粵樂宗師──尹自
重」 音樂會，晚上八時於油麻地戲院劇院演
出。
▇青年春天劇團主辦的《天生不是女人》，
晚上八時於元朗劇院演藝廳演出。
▇香港青苗粵劇團主辦的《無情寶劍有情天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屯門大會堂演奏廳演
出。

▲慕達與 「港樂」 首度合作，演出庫爾埃的《時光機》
本報攝

▲慕達說，音樂是她生命中很重要
的部分，但不是她的全部

稿稿特

編者按：慕達與 「港樂」的
首演音樂會，今、明兩晚八點在
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查詢可電
二七二一二零三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