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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由来

        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

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

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

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

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

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

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

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

的人，一直追随着他。 

       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

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

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

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

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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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

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

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

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

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

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

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

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便让他的

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

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

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

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

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

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

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

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

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

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

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

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

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

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

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

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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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片星空那场雨

     学通社  陈乾

       三月，雨在不知不觉中下了起来，细腻柔和，但又夹杂着一丝阴
沉，虽然阳光很少刺破云层，但却平添点点清雅的诗意。不忍心抽离
那一丝阴沉，只想伴着南方水乡的静谧幽雅，信步古朴的街头。夜悄
然间离去，不曾留念世间一物，将这座城市拱手相让，路静静地躺在
那里，任雨水打湿脸庞，偶尔溅起的水花，暗示着它在为雨水打扰它
的美梦而轻恼，道路两旁的青木无声地享受着雨的洗礼，虽然嫩叶更
加青翠欲滴，但地上的落叶却证明冬天依然来过，山谷里浮着一张疏
疏的雾网，远山好似隐藏在画中，一重山尽一重山。雾卷云收山岳尽。
一股风迎面吹来，像一根针刺了一下鼻子，一些细小的声音开始打破
沉寂的空气，寒气像一根蛇从脚底慢慢地爬上来。雾气不曾消散，贴
在每一物之上，朦胧中看着周围的景色，一切都变得有些模糊，显得
虚幻而不实在。不管烟波与风雨，依然向前，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
因为受到一丝侵扰，便微微地颤动起来。在水一方，眉如远山含黛，
肤若桃花含笑，发如浮云，眼若星辰，那人就在水曲林幽处，轻轻迈
步，绿树交加，生怕惊扰画中人。

       当黄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空气似乎凝固不
动，愈来愈静，而且愈来愈凉，周围也渐渐地
生了寒气。路似乎安闲地睡去了，没有气息，
没有尘土。四周很静，没有灯光，湖空空的躺
在月光下，清光不辩水与月，但见空碧涵涟漪。
月光下，星空下，不留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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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指南
和我在泉州的街头走一走

第一站：草庵寺

        草庵寺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
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
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
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华拱承托屋盖，
简单古朴。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庵内依
崖石雕一尊摩尼光佛，石浮雕摩尼跌
坐神像，作圆圈浅龛，直径1．68米，
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
比较特别。 
        草庵前有“隐居桥”、“八凤
池”、“千年古桧”等美景。而在草
庵后山有相当多的摩崖石刻，也是相
当著名的景点如“万石峰”“玉泉”、
“云梯百级”等摩崖石刻。

地址：泉州市晋江市华表山麓
类型：寺庙古迹
开放时间：9:00-13:30，14:20-17:00。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第二站：泉山森林公园         泉州森林公园位于丰泽区东海镇，西至大坪山，
东达后渚港泉州湾，南邻通港路，北含洛阳江入海口，
总控制面积547.1公顷。
         公园建设依托大小桃花山、泉州湾河口湿地保护
区等海滨资源和泉州古城史迹，突出历史文化名城、
著名侨乡、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世界宗教荟萃等特色。
由奇石、江河、湿地、海鸟、古迹遗址、森林等资源
构成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自然生态园。
        公园共分为四个区，即桃岭春晓景区、金山揽胜
景区、空谷梵音景区和景观协调景区。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海镇罗西村
类型：森林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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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石笋公园

         石笋公园是开放式公园。整个公园绿草
荫荫，古树浓密，接官亭一侧的潭水碧波荡
漾，是一个原生态公园。公园内最引人注目
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笋。石笋高约4米，
由七段大小不同的花岗岩迭垒而成，圆锥体
自下而上渐细而尖秃，底座有斜线纹雕饰，
石面雕琢粗糙，造型奇特古朴。石笋北宋即
存在，南宋时王十朋作诗即有“刺桐为城石
为笋”句。
        因石笋的存在，故晋江干流流经此段名
笋江，横跨江上的桥称“石笋桥”，亦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园内的另一著名景观是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接官亭”，创建于宋朝，
传说为迎接宋幼主莅泉而建，明朝万历年间
重修。宫内现存有明朝探花、书法家张瑞图
亲题对联一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李光缙作
碑记、浮桥名人张允渠集王羲之手迹的《观
音大士像记》一幅，历代书画家蔡晏等“竹
画”四幅，以及明清木雕等，均为历史珍贵
文物。公园内的山川坛和甘棠桥、龟山桥、
棠荫桥（俗称“三桥”）等文物名胜历史遗
迹随处可见。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笋江路（近江滨北路）。
类型：城市公园古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第四站：五店市传统街区

     街区位于晋江老城区青阳
的核心区，紧挨塘岸街，毗
邻世纪大道，背靠青梅山，
与万达广场相连，和敏月公
园相望。
             街区历史悠久。唐开元年间，青阳有

“五店市”之称，街区是晋江城区的发源
地。建筑特色突出。独具闽南特色的“皇
宫起”红砖建筑、中西合璧的洋楼等明清、
民国至现代的特色建筑保存完好，拥有
“青阳八景”中的四景、蔡氏宗祠、庄氏
家庙、石鼓庙及布政衙、蔡妈贤宅、朝北
大厝、庄志旭宅、宛然别墅等一百多处历
史风貌建筑；文化遗产丰富。
        街区保留和传承高甲戏、木偶戏、南
音等晋江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石
鼓庙分香菲律宾、台湾等地，香火旺盛，
有演戏酬神“旦夕锣鼓喧天”的习俗。蔡
氏宗祠、庄氏家庙是遍布东南亚10多万人
的蔡氏、庄氏乡亲寻根谒祖的重要场所，
是侨台亲缘的纽带。

地址：泉州市晋江市老城区青阳的核心区，
紧挨塘岸街，毗邻世纪大道，与万达广场
相连。
类型：特色街区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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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聚龙小镇

        聚龙小镇是一座集养生、休闲、文
教、商务、酒店、医疗、运动、人居于
一体的综合园区。规划建设聚龙湖公园、
聚龙山森林公园、现代农业体验园、运
动公园、高尔夫公园、湿地花海园等主
题休闲、运动性公园，并配套建设有商
业中心、酒店、医疗保健中心、教育与
艺术中心等综合配套体系。园区背靠绵
绵数万亩自然森林，栽植有数千类奇花
异木，处处鲜花绿树、鸟语花香，集天
地钟灵之气的优越环境和不凡气势于一
身，堪称世外桃源、养生仙境，是休闲
养生的好去处。

地址：泉州市惠安县黄塘镇聚龙山麓
类型：森林乡村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第六站：蟳埔村

     蟳埔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东海社区的一条小渔村，距泉州市区
10公里。
        这里居住的是古时阿拉伯人的后
裔，虽经历代与当地汉族通婚，但中
亚的遗风尚存，主要表现在蚝壳房和
蟳埔女的头饰上。蟳埔女盘头插花，
戴着丁香耳坠，穿着大裾衫、宽脚裤，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情。蟳埔女“戴
簪花圈，插象牙筷”的头饰是从宋代
以来从中亚流传过来的。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蟳埔村
类型：乡村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无需门票。



第七站：洛阳桥

       泉州洛阳桥，又称万安桥，是古代汉族桥
梁建筑的杰作。位于福建泉州东北洛阳江上，
宋皇祐五年(1053年)兴建，嘉祐四年(1059年)
建成。历时六年。桥长八百三十四米，宽七米，
有桥墩四十六座，全部用巨大石块砌成。结构
坚固，造型美观，具有极高的桥梁工程技术和
艺术水平，体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
慧。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洛阳桥(原名万安
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古代著名
跨海梁式石构桥，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
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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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后山栈道

     后山栈道远离喧嚣，蜿蜒的木栈
道，两旁绿树成荫，溪水淙淙流过，
远眺可以看到繁忙的后渚港，华大
校园美景也尽收眼底。栈道中还设
有公厕、警卫厅、景观平台、廊灯、
安防监控、休息区域等，漫步其中，
收获一份闲适恬静。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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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攻略
在这座阴雨的小城里
带不走的只有你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第一味：肉粽

      肉粽是用糯米淘浸加上猪油、酒、卤汁、酱油烧透之后，
夹卤猪肉块、香菇、莲子、暇干，用竹叶包裹好煮烂，要趁
热食用，配上调用蒜泥、卤汁、辣椒酱味道更甘美。
▍东街钟楼肉棕店：鲤城区 东街钟楼33-35号
▍候阿婆肉棕店：鲤城区 东街45号

第二味：面线糊

      在泉州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风味小吃。由细面线、番薯粉
制作成，清而不浊，糊而不烂。面线糊一般可加入多种配料
如大肠、小肠、虾仁、卤蛋、煎蛋、醋肉、香肠等等。一般
为早餐食用，就着本地的另一种小吃——油条吃。
▍国仔面线糊店：丰泽区 美食街155号
▍西街老记面线糊：鲤城区 西街17号(近中山北路)

第三味：桥头醋肉

      桥头醋肉是一种油炸的醋腌瘦肉，外表金黄色，外酥里
嫩，散发着醋香，是面线糊等美食的配料，也可以作为零
食吃哦。将猪肉洗净切薄片，加入糖、盐、生抽、醋、蛋
清等腌20分钟后入锅炸个片刻。吃起来脆脆的，又很入味！
▍西街老记面线糊店：鲤城区 西街17号(近中山北路)

第四味：土笋冻

        土笋冻土笋是野生于沿海江河入海处咸淡水交汇的滩
涂上，学名叫做“星虫”的一种环节软体动物，从沙子中
取出土笋，放养一天后入锅烹煮，待熬出胶汁后自然冷却
便成为“土笋冻”啦，入口冰凉感十足，与其他调料搭配
享用，风味尤佳。土笋更是具有滋阴降火、清肺补虚和养
颜等功能，受到大众的喜爱。
▍姜母鸭店： 丰泽街美食街(近九一路)

更多美味，等着大家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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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匠心，天下桃李”
——旅游学院国际化办学展拉开帷幕

2017年3月27日上午，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十
年匠心，天下桃李”—国际化办学展在泉州校区正
式拉开帷幕。本次展会是由华侨大学旅游学院主办，
2015级会展经济与管理一班承办，是华侨大学首次
举办的院级国际化办学展，同时也是旅游学院首次
由学生自主策展、布展，旨在展示我院2006
年—2016年期间的国际化办学历程。

开幕式于上午九点在侨缘1960众创空间举行，
本次开幕式不仅邀请了华侨大学教务处处长曾志兴、
招生处处长洪雪辉、旅游学院院长黄远水、国际学
院院长李勇泉、学生处副处长陈英文、社科处副处
长侯志强、教务处副处长方旭红、旅游学院党委书
记吴春安、旅游学院副院长陈金华等领导代表，而
且邀请了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蔡招仁教授
和新东方泉州学校华大校区店长芮天天前来参加。

开幕式上，旅游学院黄远水院长、国际学院李
勇泉院长相继致辞。黄远水院长向大家介绍了旅游
学院近年来国际化交流项目及交流历程，表示旅游
学院将不断加强中外办学交流与合作，秉承“为侨
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彻“会通中
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带领全院师生为建设
一流大学、领军型大学的伟大目标而不懈拼搏。李
勇泉院长提出旅游学院“两有两化”的国际化交流
办学目标，指出未来旅游学院国际化在路上，国际
学院国际化在路上，华侨大学国际化在路上。参加
此次开幕式的还有国际学院、国际处及旅游学院的
相关老师及工作人员，黄院长也表达了对到场嘉宾
及所有工作师生的感谢。

在黄远水院长、李勇泉院长致辞结束后，主持
人邀请领导嘉宾上台共同剪彩，并为展会揭幕。接
下来主持人宣布旅游学院国际化办学展正式开始，
由曾怡老师为各位领导嘉宾进行现场讲解。

图文：15级会展经济与管理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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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游华大，学雷锋在行动
——华大街道办事处与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共建签约仪式圆满结束

□ 学通社  曹红

3月7日下午，华大街道办事处与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共建签约仪式在华大街道办事处成功
举行。莅临现场的领导与嘉宾有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党工委宣委、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吕阳辉、
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庄璐玲、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吴春安，旅游学院团
委老师和志愿者们。

仪式伊始，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吴春安讲话，他提出鼓励学生多做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同
时，吴书记表示旅游学院不会辜负当地政府对旅院的信任，旅院学子会切实结合专业、积极参
与到社会实践中来。并衷心祝愿共建仪式完满成功。随后，优秀志愿者代表进行发言，对华大
街道办事处为志愿者团队开辟新的服务基地表示感谢。同时，他也提出将会积极学好旅游服务，
深入基层，服务社会。最后，在现场热情融洽的气氛中，双方签订协议书，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正式揭牌。

至此，旅游学院社会实践基地又开辟出了新的空间，期待旅院学子更多的参加到志愿服务
和社会实践中去。

第二十二届旅游创新
实践技能大赛

华侨大学旅游文化节
序号 赛事名称 时间流程 负责常委 负责人

1
商务会奖旅游策

划比赛
4月11日   

提交初赛作品
    4月21日          
上交复赛作品

4月25日   
决赛（暂定）

 李卓煜
15659889081 

洪静瑜
13704015177

2
民宿品牌设计比

赛
4月11日   

提交初赛作品
   4月20日     
上交复赛作品

4月25日     
决赛（暂定）

李玲
18396212575

杨杰
15880911276

冯钰
15356063971

3
“筑梦杯”设计

比赛
4月11日   

提交初赛作品
4月22日        

上交复赛作品
4月25日   
决赛

周婷
18633363868

  郑礼熙
18187056446 

4
  导游之星挑战

赛
4月8日    
初赛

4月15/1日
走访

4月2日
复赛

 5月6日   
决赛（暂定）

   王健
15805991571 

林婷冰
18396211913

赵连凤
17750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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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课程 班级人数 出勤 请假 旷课

16旅一 周一7-8 战略管理 37 36 平措卓玛 0

14服管 周五3-4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
育 42 31

白旭冰 金京云 石瑞瑞 唐宇军 
杨天怡 约尔古丽 扎西卓嘎

 李永兴 李正宇 林可儿  杨雷 
14酒一 周五3-4 酒店专业英语 48 45 李佳雯 余苏怡

14会展 周五7-8 节庆活动策划与管理 37 36 张芳榕 0

15酒管境
外 周三7-8 酒店连锁与集团化管理 20 16 莫君燕 沈君凌 周光凤    

 宋俪湘 0

15旅一 周五11-13 财务管理 33 28 刘晓秋 冉馨 孙敏敏 郑佳鸿 周鹏远

14旅管 周三7-8 管理信息系统 34 31 0 王芷安  谢宗晏

15人城 周四3-4 旅游地理学 34 31 蔡小羽 周小恒 张云芳 0

第三周点名情况

我院顺利召开学习学分预警制度会议
□ 学通社 王婷婷

为贯彻学校学风建设要求，我院于3月7日下午召开本学期学习学分预警制度会议。本次会
议由院辅导员董艺乐老师主持，旅院各班学习委员及班长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董艺乐老师提出校级领导和院级领导高度重视学风建设问题，并为此召开了多
次会议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与说明，点出了学分预警制度的重要性。同时，董老师强调了学分
的重要性以及我院学生当前挂科率状况，说明了实行学分预警制度的必要性。

随后，董老师提出，我院将使学习预警常态化，每半个学期进行一次，将旅院全体本科生
纳入学习预警体系当中，各班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评价，并由班干部协助，组织班级同学
学习预警制度，将第一手资料及时反馈给班主任。

期待我院在新的学分预警制度的推动下，树立优良学风，创建浓厚学习氛围，提高同学们
的学习动力！

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自律会进行学风检查，每周抽查部分教室和教学楼上课情况，重

点对上课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和统计，并予以通报。为支持学风建设活动，旅院将通报检查情况，

希望通过学风检查和通报，改善旅游学院学生的课堂纪律，扭转不良学习风气，形成优良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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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课程 班级人
数 出勤 请假 旷课

14旅管 周一7-8 景区管理 35 32 0 谢宗晏

14会展 周一9-10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
教育 36 35 李卓煜 0

15会展 周五3-4 会展设备管理 27 24 0 张丽丽 刘静 曾志勇
15旅外 周五7-8 概率统计 6 5 杨颖帆

15酒外 周二  11-
13 人力资源管理 20 14 沈君凌 天玉 王

雨兰 周光凤 戴铭辉 黄可慧

16酒外 周三7-8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6 16 0

白羽 陈凯明 段家妹 胡经纶 胡镇宇 黄净满 
黄俊尧 霍建文 蒋嘉骏 蓝天云 黎宋玉 李家华 
林智蕙 卢德紘 罗泽虹 阮浩文 王莉莉 吴宇轩 

郑昂禹 邹文逸

16旅一 周五7-8 宏观经济学 37 35 张子明

15酒厦 周五  11-
13 毛概 46 43 黄邱歆桐 陈重阳

15酒一 周三7-8 酒店连锁与集团化管理 54 51 王聪聪
14酒外 周三7-8 前厅与客房管理 24 17 蔡淑仪 陈姿瑄 董方 何耀文 繆文钧 彭嵘 王彩依
14酒一 周三7-8 前厅与客房管理 51 46 安恒佩 张璐 吕佳伦 孙舒宁 杨铭

15人城 周四3-4 旅游地理学 34 30 徐芬芬 蔡小羽
郑礼熙 田雨沛

15旅一 周五  11-
13 财务管理 33 30 韩紫薇 钟雨芳 陈紫薇

第四周点名情况

班级 时间 课程 班级人
数 出勤 请假 旷课

14酒外 周五3-4 酒店专业英语（二） 24 13 蔡淑仪 冯柱力 黄艳芳 彭嵘
陈姿瑄 董方 甘承伟 

何耀文 繆文钧    
王晓欣 张敏华

14酒管 周五3-4 酒店专业英语（二） 51 45 崔晨璐 刘琼 郭婧伟     
李佳雯 侯星宇 汪佳慧

16酒一 周二1-2 酒店管理概论 43 42 旦增罗布

16酒外 周二1-2 酒店管理概论 37 35 0 黄净满 霍健文

15人城 周五7-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4 28 胡锦瑞 游禹 师敬东    
 田雨沛 郑礼熙 杨茁

14服管 周五3-4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42 40 林可儿

15酒外 周五7-8 概率统计 20 17 黄可慧 邓玉芳 马镕浩

14会展 周一9-10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37 34 周思奇 隆佩乘 许烨

15旅外 周三7-8 旅游安全管理学 26 23 戴与菱 付晓黎 杨颖帆

15旅一 周三7-8 旅游安全管理学 33 29 刘晓秋 周鹏远 凌小婷 郑佳鸿

16旅外 周五7-8 宏观经济学 23 22 0 宋昱德

第五周点名情况

注：1.因版面限制，迟到及其他特殊情况名单不予公示。
         2.此表为自律会统计结果，或与实际情况有所 出入，但希望各班同学以此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