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也许过年的节奏年年固定，都没有特别的记忆，如同套路一般。农

历二十八，煎炸我最爱的香喷喷的海蛎、豆腐、芋头、鸡腿等；除夕夜

播着春晚，眼睛不时盯着手机刷吐槽，一个不留神就错过了“一个亿”的

红包；正月初一吃一碗鸡汤捞线面，一家人走街串巷拜亲戚；正月初二

跟随母亲回娘家。这些似乎都是约定俗成一般。 

可能和别的人不同，我比较喜欢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前后年年

都有灯展可以看，但我对看灯展的兴趣不太大，只钟情于大大小小各式

各样的灯笼。元宵夜游灯的乐趣除了看人便是看灯。况且，每年元宵节

在我印象中都是不一样的。 

在记忆中搜寻关于元宵节的信息，我在脑海中绘制了一张变化时间

轴，每一个时间点都讲述着属于那一年的独特记忆，从中感受元宵节的

变化。每年早起一碗甲天下汤圆，喜欢咬破糯米皮后，静静地看缓缓流

出的黄色或黑色的细密的馅。有时候从家楼下买一袋手工滚的元宵，即

使元宵里的馅是粗粗的颗粒，但能吃出花生和白砂糖的磨牙的颗粒感，

它特有的香、甜、暖，更是速冻汤圆里所不能有的。 

浓浓的年味，暖暖的灯火。满街的红灯，手举着小灯。我，喜欢这

份来自家乡的年味，它们写着我的年味记忆。一年又一年，我在日记本

上写上对未来的希望和祝愿。 

（文：林朋右 原载于华侨大学报第 865 期，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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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华侨大学十大新闻 

 

由华侨大学报与华侨大学新闻网联合评选，2016 年华侨大学十大新

闻揭晓，依时间顺序分别为： 

    1、投入 15.25 亿，部省、部市开启新一轮共建华侨大学：2016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福建省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

府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签署协议，开始新一轮共建华侨大学工作。

根据协议，此次共建，国务院侨办、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四方将

总计向华侨大学投入 15.25 亿元，支持华侨大学 2016 年至 2020 年

的建设与发展。 

    2、华侨大学试点招收香港副学位毕业生，开创内地与香港高等

教育对接先河：2016 年 3 月 18 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推出《香港

副学位毕业生升读华侨大学衔接学位课程的试行计划》，香港副学位

毕业生将可入读华侨大学衔接本科学位课程继续深造，获取更高的学

位。据悉，华大是首个试点招收香港副学位毕业生就读衔接本科学位

课程的内地大学。 

    3、学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部分学院院长：2016 年 3 月 21

日，华侨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经济与金融学院、文学院、外国语

学院、美术学院、数学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工学

院、生物医学学院、体育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十个学院的院长。公



开招聘工作受到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国内知名 985 高校外，

还吸引了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韦恩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英国、

台湾地区等境外知名高校的近百名优秀专家、学者，经过面试考核，

最终聘任院长十名(其中一名为副院长)。 

    4、华侨大学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年 5 月初，《华侨大

学“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布，提出“十三五”期间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总

体发展目标：到 2020 年，2～3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10 名或前 20%，

3～4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学科排名前 1%，学校整体实力进入全国高

水平大学行列。 

    5、华侨大学设立校长特别奖，九月首次颁发：为表彰先进，树

立榜样，华侨大学从 2016 年开始设立校长特别奖，嘉奖在专业学

习、科技创新、学术研究、社会工作、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道德品行等方面表现突出或有其它特殊贡献的学生个人或团队。

2016 年 9 月 4 日，该奖项首度颁奖，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冠

军谌龙、女子单打第四名李雪芮、男子双打第四名洪炜等 12 名同

学；“舒愈”液体创可贴创业团队等 8 个学生团队获奖。 

    6、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省长于伟国莅校视察，问候教师“教师节快

乐”：2016 年 9 月 9 日上午，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省

长于伟国、副省长李红在省教育厅厅长黄红武、省侨办主任杨辉，厦

门市委副书记洪碧玲等省市领导陪同下，视察华侨大学，看望慰问师

生员工，并向华侨大学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7、“莫兰蒂”重创厦门，华侨大学师生众志成城抗灾救灾：2016

年 9 月 15 日，2016 年第 14 号超强台风“莫兰蒂”正面袭击厦门，华

侨大学厦门校区损失惨重。但天灾面前，华侨大学师生没有畏惧，而

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自救、灾情统计、恢

复重建等各项工作，举全校之力重建美丽华园，谱写了一曲和衷共

济、众志成城、团结奉献、顽强奋战的抗灾救灾壮歌。 

    8、董事长王刚莅校主持华侨大学董事会七届二次会议，视察华

侨大学：2016 年 10 月 29 日，华侨大学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

泉州隆重举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侨大学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刚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来自马来

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内

地、香港、澳门地区的 43 位董事与会，共商学校建设发展大计。 

    9、《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首发，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家

学术资源建设基地落户华侨大学：2016 年 11 月 15 日下午，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华侨大学学者打造的高水平原创性学术精品力

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同时首发。《文库》由华侨大

学校长贾益民担任主编，目前已出版著作 25 部，还有 23 部著作正

在出版程序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家学术资源建设基地当日同时

在华侨大学揭牌。 

10、第二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在华侨大学召开： 

由华侨大学发起,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高端论坛”，12 月 17 日在厦门校区召开。来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前政要、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和交流。

此前，学校加入了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并于 9 月 7 日在厦门召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

研讨会与当研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的高水平智库、高端培训基地和国际化研究平台。同时，学校与多家

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开办学术研究会和交流

论坛，积极搭建“海丝”研究新平台，多措并举，加速华侨大学“海丝”

研究跻身国内第一方阵。 

 

 

 

 

 

 

 

 



华侨大学校友工作大事记 

（2016.8.1-2016.12.31） 

 

8 月 21 日，华侨大学漳浦校友会在漳浦华大校友活动中心举行 2016 级华

大漳浦新生座谈会。20 名 2016 级华大新生、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林

庆祥、漳浦一中有关领导和部分班主任以及部分在校生参加座谈。林庆祥老师

向新生们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基本情况，勉励他们要珍惜青春年华，不忘初心，

在学业上刻苦学习，积极向上，在生活上乐观友善，勤俭自强，既要学有所

成，又要回报社会。 

8 月 27 日，华侨大学湖南校友会召开 2016 年年会，校党委副书记朱琦环

代表学校出席年会并致辞。在湘期间，朱琦环副书记一行在湖南校友会会长魏

业秋等陪同下参观了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走访了“凤凰小子”——毛光辉

校友工作室，实地考察“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写生创作基地”，还与湖南校友代

表座谈交流，并赴吉首大学短暂交流访问。 

 



 

8 月 27 日，华侨大学海南校友会 2016 年年会在海口新奥斯罗克大酒店举

办。海南省侨联主席王小玉、华侨大学海南校友会会长符之波出席此次年会。

此次年会得到了省内外广大校友的支持，共有一百二十余名校友出席。 

 

中秋期间，我校各地校友会纷纷组织中秋聚会活动，并将闽南特色中秋博

饼传统传播至世界各地，各地校友会还将创业论坛、体育俱乐部成立、自助烧

烤、音乐派对等形式融入中秋活动，可谓缤纷多彩，极具华大特色。 

9 月 24 日，华侨大学陕西校友会 2016 年年会暨中秋博饼联谊会在西安恒

大会所举办，共有 100 多名校友及嘉宾参加年会。兄弟院校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吉林大学、湘潭大学陕西校友会等相关领导应邀参

与活动。 



 

9 月 27 日，华侨大学湖南校友会成立篮球俱乐部，并邀请马来西亚籍华

侨、著名 CUBA 球星“黑旋风”古加尼校友、华侨大学陕西校友会会长林连枫

等出席成立仪式。篮球俱乐部聘请古加尼为俱乐部总教练，聘请刘骏峰为俱乐

部队长，并于当晚组织“华大湘军队”在三一重工家属院与“三一老男孩队”

举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10 月 1 日，2016 年泉州市“恒大都市广场”杯华大之友乒乓球俱乐部成

立团体赛在泉州市南俊乒乓球俱乐部举行。华侨大学副校长刘斌，漳州市政协

副主席陈少青，华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王强，华侨大学泉州校友会会长魏腾

雄、理事长黄宏斌、常务副会长李健、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绶、副会长龚

霖、副会长杨志民，华侨大学石狮校友会会长吴志松，华侨大学漳州校友会会

长徐立群，华侨大学山东潍坊校友会会长余群，泉州市侨界青年联合会会长黄

华春等出席比赛。 

 



 

 

10 月 2 日，化工 92 级校友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暨化工校友教育基金建立仪

式在泉州校区举行。此行，校友借二十周年返校之际，促成了化工校友教育基

金的建立，并集资注入第一笔校友捐赠资金三万元人民币。 

 

10 月 3 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2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校友毕业十周

年再聚华园。院长蔡振翔，党委书记林庆祥，副院长汤兆云、侯志阳，校友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强，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北婴，退休教师曾亚雄、庄锡福、陈

少牧以及 2006 届校友参加座谈。 



 

10 月 4 日，信息学院 1992 级电气技术系怀着对母校和老师的感恩、对同

学的思念之情，返校举行毕业 20 周年聚会。原副校长郭亨群，校友办主任项

士敏，工学院院长郑立新，信息学院副院长冯桂，92 级电气技术专业部分任课

专业老师、班主任参加座谈会。 

10 月 9 日，泉州校友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敬老活动，校党委副书记朱

琦环与一百余位老校友一起欢度重阳佳节。 



 

10 月 16 日下午，华侨大学厦门校友会在厦门广明灯智慧学院召开第七届

常务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长刘宜量，监事长方孝清，创会会长曾雄、姜

国文，校友会名誉会长、荣誉会长及顾问团队代表，校友会常务理事和秘书处

成员等数十位校友出席会议，会议由庄洁秘书长主持。会上，与会代表听取了

厦门校友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汇报，主要包括：校友会换届后各项活动

的开展情况、校友会财务状况、秘书处分工及工作部署等；秘书处代表就即将

举办的“闽台校友创业创新论坛”活动方案进行了介绍说明；与会代表还集体

讨论并通过了厦门校友会办公场地及专职秘书设立事宜。 

 



 

10 月 30 日，在华大 56 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我校在台师生 40 余人相聚华

大台湾校友会，共贺母校生日，共叙华园情谊。 

 

11 月 5 日，“情满华园”2016 华侨大学校友集体婚礼在陈嘉庚纪念堂观



众厅举行，32 对华大校友新人在众多师生、亲友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向彼

此托付未来幸福的人生。 

 

11 月 7 日，校长贾益民前往泉州天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拜访了我校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泉州校友会会长魏腾雄先生。贾益民代表学校感谢魏腾雄校

董多年来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就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情

况、泉州校友会工作情况作交流。 

 

 



11 月 10 日，我校校长、校友总会会长贾益民在赴南平参加学校与南平市

政府、武夷山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期间，专程走访了南平校友会，看望在南平

工作、生活的我校校友代表，并与校友们座谈交流。 

 

11 月 12 日，副校长曾路在厦门校区会见了我校泰国校友会会长林如生一

行。曾路称赞泰国校友会成立以来，在服务泰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校友、服

务母校，尤其是促进母校与泰国社会各界建立联系，增进中泰两国友谊发挥了

重要作用。 

 



11 月 12 日，“华侨金融杯”首届华侨大学（泉州）校友众创路演在我校

泉州校区举行。路演通过项目讲解、现场答辩、专家点评等环节展演创业项

目，吸引众筹投资。 

 

11 月 12 日，华侨大学 2016 年澳门文化周在厦门校区举行。此次澳门文

化周主体活动包括澳门访问团拜访校领导、澳门校友与学生座谈会、澳门校友

植树仪式、澳门访问团参观厦门校区、专题文艺晚会。 

 

11 月 12 日，华侨大学龙岩校友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顺利举行。



大会审议和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会长邱星所做的“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龙岩市华侨大学校友会第六届理事会，马一见校友当选为新一届理

事会会长,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各兄弟校友会代表赴龙岩参会并交流。 

 

11 月 26 日，来自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国家

及全国部分省市的华大校友会代表 60 余人齐聚羊城广州，参加校友总会六届

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探讨新形势下校友会工作的规范管理及创新发展。校

长、校友总会会长贾益民，副校长、校友总会副会长曾路出席会议。 

 

 



11 月 26 日，来自海内外各地的 500 多位校友 26 日晚齐聚羊城，共同庆

祝华侨大学广州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我校校长、校友总会会长贾益民，校友

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等应邀出席活动。 

 

11 月 27 日，华侨大学校友会组织再添新成员——东莞校友会在东莞成

立。东莞校友会是华侨大学的第 52 个校友会，这标志着在东莞的华侨大学学

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目前，东莞校友会联系到的校友已达 100 余人。 

 

11 月 30 日晚，蝌蚪生态空间创始人庄洁、厦门亿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尤金丰、厦门临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尚振、厦门趣动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总经理梁晨曦等四位杰出校友参加在陈嘉庚纪念堂四楼科学厅举行“创

享华园——我的创业故事”活动,与同学们对话互动，畅谈创业的点滴。 

 

12 月 2 日，经筹备，华侨大学第 53 个校友会——缅甸校友会成立仪式在

缅甸曼德勒举行，吕子态校友被推选为缅甸校友会首任会长。华侨大学副校

长、校友总会副会长曾路出席成立仪式。 

 

12 月 3 日，集美侨校香港校友会成立 11 周年暨第六届理事就职典礼在香



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三楼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嘉宾、校友近千人参加了此次

盛会。 

 

12 月 4 日，我校与校友企业、山东青岛喜鹊洗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喜鹊洗衣公司）在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举行《互联网+洗衣服务平台》

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我校校长贾益民，喜鹊洗衣公司董事长、我校校友姚元坤

出席签约仪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杜吉祥、喜鹊洗衣公司法律顾问

崔兰兰现场签署项目合作计划。 

 



12 月 11 日，由华侨大学厦门校友会、台湾校友会、闽台青年创新创业服

务中心和校友企业蝌蚪生态空间共同发起的“华侨大学（闽台）校友创业创新

论坛”——2016 资本对接专场终极路演，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郑年锦图书馆

举行。 

 

12 月 11 日，我校深圳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活动在深圳举行。副校

长、校友总会副会长曾路，校友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等应邀出席活动，与数

百位校友共同庆祝深圳校友会 30 周岁生日。 

 

12 月 18 日，我校潮汕校友代表团一行三十余人返校，共同庆祝潮汕校友

会成立十周年。校党委副书记朱琦环到会欢迎代表团一行并与各位校友座谈。



校友们纷纷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向学校汇报了各自的成长和成绩，对母校

的建设发展也提出建议。

 

12 月 18 日，我校校长、校友总会会长贾益民，副校长吴季怀在赴三明参

加学校与三明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期间，专程走访了三明校友会，看望在三明

工作、生活的我校校友代表，并与校友们座谈交流。 

 

12 月 25 日，我校级 2010 级 MBA 校友，单骑环游世界、环游中国，有

“单骑超人”之称的刘海翔回到母校。在陈嘉庚纪念堂前，副校长曾路，校董



事会董事、泉州校友会会长魏腾雄，MBA 联合会会长吴小斌等欢迎刘海翔的归

来。 

 

12 月 29 日下午，我校 2016 年校友联络员聘任大会在庄为烜报告厅举

行，179 名优秀毕业班学生代表获聘为 2017 届校友联络员。 

 

 

 

 



校友风采 

半个世纪牵手，他们见证华大成长 

    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华园相识相知，相伴华园走过了 56 个春秋。半个世

纪的牵手，他们的爱情成了华侨大学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他们，就是校友夫

妻康玉琛、林菊花。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 56 年前的 1960 年。时局动荡，许多海外华侨选择回到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为了解决这些爱国华侨青年的求学问题，在周总理的亲自

关心下，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华侨大学。而这一决定，也将康玉琛、林菊花两个

年轻人的人生永远地联系了起来。 

  站在福州师范学院一片空旷的菜地前，面对一栋简陋得没有玻璃窗的楼

房，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康玉琛感到这里与自己想象中的大学有

点不一样。由于位于泉州的校舍还在建设当中，华侨大学暂借位于福州的福州

师范学院校舍办学。这正是康玉琛到华侨大学第一天所看到的景象。那一年，

他 24 岁。 

  但是很快，康玉琛便感受到了华侨大学的魅力。侨生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以

及勤劳质朴的本色深深感染了他。用床板遮掩的窗户挡不住侨生欢乐的歌声，

用草棚搭建的教室掩不住侨生刻苦学习的劲头。即使身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大家开荒种地、挑水施肥，想尽办法共度难关。康玉琛说：“这些华大最初的

侨生们继承了华侨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在最困难的时期，大家不怕困难的乐

观态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让我无比感动。” 



  也是在这里，康玉琛遇到了已经回国 3 年、时年 21 岁的印尼归侨林菊

花。受中侨委和北京华侨补校的委托，林菊花带领补校的一批华侨学生前往华

侨大学报到学习，自己则留在华大工作。“当时她个子很高，又很苗条，眼睛

很大，皮肤也很好，脑袋后面扎着大辫子。”回忆妻子年轻时的样貌，康玉琛

满是爱恋。 

  正是在华大热火朝天的共同工作和奋斗中，康玉琛和林菊花两颗年轻的心

越走越近。两人伴随着华大度过了最初在福州和厦门的漂泊岁月，终于在 1962

年学校搬入泉州本部之际喜结连理，在师生的见证下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

礼。 

  60 年代前半段的记忆对于当时的华大侨生们来说是美好的。大家在学习之

余，投入到了建设校园的热烈生产生活中。华园大道、游泳池、运动场，以及

树木花草，都深深留下了侨生们的印记。“大家比着挖，比着建，三班轮换，

一闲下来就搞建设。”“大家甚至分组比赛，真是热情激昂！每一个人都把建

设华大当做最无上光荣的一件事，都把华大当成自己的家。”说起那段日子，

康玉琛和林菊花的眼里烁烁有神，仿佛那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在昨

天。 

  然而随着动乱岁月的到来，幸福戛然而止。1970 年华大停办、师生解散，

“侨生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林菊花眼里泛着泪花，“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都是我们自己建的，这里是我们的家啊，现在家没了……”没了华园这个大

家，康玉琛和林菊花一家也开始了一年多近似于分离的下放生活，直到 1972

年，夫妻二人被调往福建师范大学才又重聚。“离开华园的日子，不管在哪



里，心情都是沉重的。心里总是期盼着有一天，华大能够复办。”康玉琛说。 

  1978 年，华大即将复办的消息传来。喜悦、激动、欣慰，无数种心绪涌上

了康玉琛和林菊花的心头。而当重新走进华园，两人即被温馨的情绪包裹，因

为，“终于回家了。” 

  然而，即使已经有所耳闻，康玉琛和林菊花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哪还像个学校啊。”康玉琛回忆说，“校舍变成了医院，运动场种上了地

瓜，所有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都不知去向。一家 4 口就挤在一间不足 10 平

米的房子里。复办一开始是很困难的。” 

  不过，复办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学校复办带来的对新生活的希望依旧让师

生们情绪高昂。1983 年的两件事情让康玉琛夫妻二人记忆犹新。一件是 1963

年奠基的陈嘉庚纪念堂，历经 20 年的波折终于落成。另一件是中央下发 24 号

文，以中央名义把华侨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学。康玉琛说：“这些事情

增加了全校师生克服困难、复办华大的信心和决心。”林菊花说：“华大开始

了快速的发展，大家都很高兴。” 

  1984 年，华大决定成立法学院，庄善裕任筹备组组长、杨立凡任副组长。

终于重拾自己的专业，康玉琛心情是愉悦的。4 个老师，一间课室，筹备组就

在这样的条件下忙碌了起来。康玉琛对那几年筹备组的工作记得很清楚，“同

事们全国各地跑，到处搜集图书、资料，物色教员，交流和咨询办学方案，讨

论专业设置。我们在 1985 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培训学员，1987 年招收第一批本

科生……”到了 1995 年他从法律系系主任任上退休时，法学院已经从外语楼一

楼的 3 个房间搬入了宏伟的祖杭楼，教师队伍发展到 20 多人，并且拥有了福



建省第一个法学硕士点。 

  林菊花则进入了当时的华侨大学公关处工作，负责学校的出访、接待事

务。在这里，她对华大发展的速度感受更为直观一些，“复办以后的华大和以

前完全不一样了，发展得非常快。”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流活动经她之手办理，

对一个又一个的侨捐项目她如数家珍。“祖营楼、菲华楼、永亮锦云楼、李克

砌纪念楼、学生活动中心、李回咤体育馆……目睹华园里一栋一栋的大楼拔地

而起，我感到非常满足。” 

  康玉琛、林菊花夫妇把一生都献给了华侨大学，二人分别在 1995 年和

1993 年退休。康玉琛说，“虽然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但是对华大的感情却

割舍不开。”由于是最早的华大人，二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校友资源，退休后，

他们便投入到校友活动的联系、组织中。“时任校长庄善裕非常关心和支持校

友会的工作。”康玉琛回忆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法学院成立了自己的校

友会，并建立了全校最早、最详细的校友信息资料库，把法学院建院以来近

7000 多毕业生的资料都收录其中，在全部 160 多个班级中设置了校友会理

事，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团结校友、服务校友，增进校友们与母校的感情和

联系。他本人也担任法学院校友会会长直到 2015 年，同时还兼任泉州校友会

副会长、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林菊花还在一段时间里长期义务兼任华大侨联副

主席，并当选了两届泉州市侨联委员。由于她的长期贡献，全国侨联还特发证

书予以嘉奖。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华大的起起伏伏，康玉琛、林菊花

夫妇终于像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历尽艰辛后终于厮守一生。回忆一起走过的



岁月，康玉琛动情地说道：“我见证了华园的成长，华园见证了我的一生。”

（作者：吴天适） 

 

 

 

 

 

 

 

 

 

 

 

 

 

 

 



就业与校友 

 

华侨大学“创享华园”——创新创业讲坛第 1 期成功举办 

 

2 月 28 日下午，华侨大学“创享华园”-----创新创业讲坛第 1

期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101 会议室成功举

办。本次讲坛由华侨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办，国

际学院协办。 

本次讲坛由台湾义守大学行政副校长李梁坚博士主讲，国际学

院李勇泉院长、创新创业学院翁文旋副院长、各学院团委老师到场

参加，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同学也纷纷慕名而来，现场座无虚席。 

本次讲坛以“创业创意的成功思维”为主题，涉及内容包括创业动

机、创业面对的挑战、创业的成功利基和策略思维等。李博士以大

量创业成功案例为切入点，语言生动幽默，结合自身就业经历和实

践经验，将各领域创业的策略思维娓娓道来，引起在场师生共鸣，

令大家受益匪浅。此外，李博士还就创业及管理用人等方面遇到的

难题与大家分享了一些独到见解。讲座结束后，台下掌声如雷，李

博士与在场师生亲切互动，现场气氛热烈，首期华侨大学“创享华

园”——创新创业讲坛圆满落幕。 

华侨大学“创享华园”——创新创业讲坛是我校为丰富学生创业

经验，浓郁我校创新创业氛围而开办的特色活动，对提升我校大学



生创业就业工作质量意义非凡。华侨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就业指

导中心致力于为我校学子提供优质的就业创业服务，搭建广阔的就

业创业平台，助力广大学子圆梦就业，幸福生活。更多就业创业最

新资讯，可登陆华侨大学就业网及时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