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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介绍

“积少成多”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吧?这句韩国俗语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很小的东西积累起

来就会变成大的东西。我就像这句话一样，一点一点积累着微小的东西，来绘画着大大的

梦想的编辑局长朴柱映。作为记者参与了这期新的《女风时代》。我会为在看女风时代杂

志的各位带来有趣又有益的消息。如果有好奇或者觉得应该放在本杂志里的消息的话请一

定要联系我哦！2019年的女风时代就拜托了~

  朴柱映 (航空服务专业 4)

女风时代的读者各位，大家好！到现在为止一直在《KWU TRIBUNE》中写新闻的裵娟

璟。这次在女风时代中写了新闻。虽然我有很多写文章的经验，但是却总有一种要做出什

么新东西的紧张和心动。以后我也会更努力的写出好的文章，敬请期待。无论何时都欢迎

大家的反馈。还有虽然现在是温暖的春天，但是日较差很大，大家要注意不要感冒，天气

变热之后再见哦！

裵娟璟 (航空服务专业 3）

可以和2019年《女风时代》一起发刊真的很开心。在准备文章内容的过程中我学到

了很多。对韩国举行的各种庆典以及春天的时尚有了很多了解，因为要写不了解的东西，

所以既好奇又有趣。为了制成女风时代，把每一件事都一件一件做出来很有成就感。在写

这一期杂志时，很神奇得，要做的事都堆在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怕自己

不能把事情都做完，所以把要先做完的事都安排好，一点点做完了。要做的事情多的话，

好像可以学到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做好。现在花都开好了，树叶也在成长，就像花朵和树叶

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一样，这个学期也来到了期中阶段。如同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做的很好一

般，接下来也想要做的更好。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多关注女风时代~

郑裕潭 (相谈心理学科 2）

每次要写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难，很苦恼。第一开始决定要进新闻社的时候，我是

抱着为了自己的成长挑战一次的沉重决心进来的。和想的一样，写不出文章的时候很多，

写出的文章与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也很多，所以说实话，写文章真的很难。但是每到那个时

候，我就会想到我一开始进新闻社的原因，更努力地去写出好文章，一直在期待着杂志出

刊的那天，感觉很满足。韩文新闻也只写过一次还有很多困难的我在听到要发刊中文杂志

时感觉很茫然。即使这样，为了我校的留学生们，这次中文杂志里面要记载的内容真的让

我很苦恼，为了写出更好的文章我投资了很多时间。希望留学生各位可以多多关心学校这

次的杂志，如果可以通过这期杂志获得点什么就好了。如果这期杂志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寻找这个杂志的人变得更多的话我会感到很满足的。希望留学生各位一定要从这期杂志的

内容中得到很多很多信息。

赵賢叙 (社会福祉学科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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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光州女子大学的国际教育院院长金惠贞。在结束了漫长的寒假之后，

我们迎来了新的学期。

春天是一个浪漫的季节，在浪漫的的季节当然要做浪漫的事情，去观赏樱

花就是很好的选择。韩国很有名的是浪漫轻喜剧，在春天一起观赏着樱花，感

受偶像剧中的浪漫气氛。我们有举办樱花照片公募展，大家快准备好相机和裙

子多拍些好看的照片，多多来参与这次活动吧！

马上就要迎来期中考试了。希望大家都能认真的复习，取得理想成绩。

每一个父母都会担心在国外留学的子女，5月是韩国的家庭月，在这个月里，

希望大家可以给在远方家乡的父母打一通电话，写一封信，向远方的父母问一

声好，告诉他们自己的近况和生活状态。5月还有牛仔裤庆典，在牛仔裤庆典

里有很多有趣的团队小游戏还有才能表演，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们，多多来

参与啊~5月15是每年一度的师生节，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恩师，将恩师

的情谊铭记在心里。希望各位在新的学期更努力的学习，有新的发展，更加健

康。新学期的开始，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事情，新开始，新希望，我们将跨越新

的地平线，珍惜时间，努力奋斗吧！ 

 2019年 4月 25日

国际教育院院长  金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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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国际教育院，中国安宁文化艺术高中校长一行学校访问活动

2018年国际青年领袖交流支持计划正在实施中

光州检察厅访问梦楼幼儿园，迎中秋分享爱和感谢分

航空服务学科，中国浙江省杭州浙江传媒大学国际力量强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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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院在1月17日（周四）在大学本部2楼会议

室，接待了中国美妆小镇有关人员访问团，就两机关间的

合作进行了商讨。在这天的交流活动中由我校的美妆领域

特性化战略和中国美妆小镇设立问题开始，进行了我校美

容科学学科和化妆品科学学科的校内观光。由此，访问团

就“光州女子大学的系统化，先进化教育设施”发出了感

叹。中国在计划将中国美妆小镇设立在中国美妆产业的集

聚中心-浙江省湖州市，并在小镇中开设美妆关联学科，预

想未来会有密切的国际交流。

4月4日（周四）在大学本部2层会议室接待了蒙古高

中教师团，就两机关间国际交流进行了讨论。在这天的活

动中光州女子大学学部课程介绍和特性化战略以及讨论了

与蒙古地区高中的国际化战略。访问团参观了美容科学学

科，航空服务专业，图书馆等教育设施以及大学校园。蒙

古DARKHANUUL和综合OYUNIIIREEDUI高中外共5个高校7

名与在光州女子大学韩国语研修课程在学中的蒙古学生们

见面，以此更加深入了解大学生活，投入于韩国语能力向

上。金惠贞国际教育院长指出“让这次教师团的访问成为

与蒙古地区高中交流的踏板，使交流更上一层，扩大并强

化了双方间交流。蒙古高中教师团也表明”期待之后可以

与光州女子大学有跟活跃的国际交流”。

国际教育院，中国美妆小镇有关

人员，蒙古高中教师团访问和国

际交流协力商讨

MAUM教育院，举办纪念世界

女性日“女性是希望”典礼

MAUM教育院在3月8日（周五）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

2点，在大学本部一层国际会议场举办了世界女性日111周

年纪念典礼。典礼以“女性是希望”为主题，有200余名学

生和教职员出席。在典礼中放映了含有为伸张女权而努力

的希望信息《比利·简·金》，在“希望的空间”中写下

充满希望的信息等丰富的活动。企划这次典礼的MAUM教

育金景华院长指出“先将自己的心放平和，我们才能将这

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作为地方唯一的四年制女子大学，提

升女性权利和让世界更和谐对我校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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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服务专业，2019年上半期济州航空录用

说明会圆满完成“第8届光州广域市

图书馆和多媒体中心发表了第三回

樱花结束照片公募展当选者20名。樱花

结束照片公募展为了一起承载着我校樱

花树的美景和美丽的人，在25周年2017

年时开始企划，到今年为止是第三次。

第一次的时候只以在学生为对象，从第

二次开始，学生、教授、职员，所有光

州女子大学的构成员都可以参与。征募

时间为4月1日（周一）开始到10日（周

三）为止，共237篇成品参展。审查是4

月11日（周四）在新闻社办公室，由新

闻社记者学生共9名选出，通过预选和

终选选出共20篇作品。当选的学生会收

到奖学金（学生）和奖品（教职员），

当选作品会制作在大型横幅上并在4月

15日（周一）到30日（周二）为止在图

书馆一层进行展示。

图书馆·多媒体中心，

第三回樱花结束照片公

募展当选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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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心肺复苏术竞演大会”获得优秀奖航空服务专业2月11日（周一）下

午1点开始到5点在大学本部1层国际会议场举办了‘2019年2月公式录用准备济

州航空说明会”。校内外在学生和毕业生共300余名参加，迎来了录用说明会的

盛况。济州航空有关人员表明到今年年末为止将拥有45台飞机，80多个航线，

通过积极的新入录用将跻身为2020年航空市场领导企业。为创出优良的岗位，

在计划上半年新入·经验职员300名规模的公式录用，其中新入客舱乘务员包括

务安·大邱·釜山地区的60多名在内共130名，是史上最多的人员录用计划。

录用说明会由济州航空的李柱燮人事组长的公司说明会和张珍儿品牌市场

组长的品牌市场故事介绍，客舱组和人事组还有学生间商谈进行。李柱燮人事组

长就济州航空的未来成长可能性讲解了自己的差别化战略目标，张珍儿品牌市场

组长针对济州航空创意性品牌故事的历史和未来进行了介绍，录用商谈由客舱组

和人事组的组长和组员5人各个以一人或多人的学生对象进行。参与了录用说明

会的金志润（航空服务专业2)学生表达出“之前主要通过网络学习到济州航空的

信息，通过这次录用说明会对济州航空的历史和战略有了明确的了解”，“不止

是入公司前的准备事项，在入公司后也有可以参考的小贴士，是非常有意义的时

间。”

2月27日（周三）参与了光州广域市光州消防学校大讲堂举行的“第8次光

州广域市普通人心肺素苏术竞演大会”的金道儿（航空服务专业2），孙贤智

（航空服务专业2），诸夕照（航空服务专业2）学生得到了优秀奖。光州广域市

消防安全本部主办的这次大会以全国民为对象教育·宣传了心肺复苏的重要性，

努力提升最初目击者心肺复苏术实行率。这次“第8届光州广域市普通人心肺复

苏术竞演大会”获得优秀奖的金道儿,孙贤智,诸夕照学生（组名：创造者）得到

了光州广域市奖赏和附加奖的奖杯。创造者组孙贤智学生说“一开始学习心肺

复苏术时很陌生，很别扭，在准备大会的同时，感觉到了这不只是想要把心肺复

苏术做好，在那之上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和自信

感”，“据说每年平均有2万名以上的心梗患者死亡，第一目击者的心肺复苏术

可以左右心梗患者的苏醒，所以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能习得心肺复苏术，在何时

何地都可以帮助到别人”，“也希望我们以这次经验为基础可以成为无论何时何

地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可以帅气成长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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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以教会音乐为中心延续命脉的阿卡贝

拉，主要在古典音乐基础上合唱。受到人们喜爱

的Kings Singers真人组合等，是全世界有名的组

合。虽然他们是基础式的合唱组合，但对以古典

合唱为基础的合唱方式感到有一定的局限性。人

们开始出现，纯粹是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

女低音等和声为中心演奏。摆脱以往水平，尝试

将包括实际乐器伴奏在内的其他音乐体裁用阿卡

贝拉表现出来。当代无伴奏流派已经开始出现，

除了基本的旋律和和声之外，无伴奏合唱听起来

像鼓、琴弦等乐器。听音乐的话，口可以丰富的

伴奏和对牙齿的错觉，但当你知道每一个声音都

是由一个人的嗓音组成时，你就会大吃一惊。

阿卡贝拉合唱团曾以美国为中心深受欢迎，

韩国也从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首尔大学将以

阿卡贝拉联谊会和集团为中心发展壮大。学校出

身人士组成的人工卫星人气飙升，深受大众的喜

爱。借助人造卫星的人气，年轻人三五成群的聚

在一起，，开始演唱合唱曲，并在各个学校和社

会上组织社团唱歌。80年代和90年代初，韩国

的中高大学中有很多中唱、合唱班。

声
音

是
神

赐
予

的
最

好
的

乐
器

韩
国

的
无

伴
奏

音
乐

金 惠 日 光州阿卡贝拉协会 会长

钢琴、小提琴、吉他等世界上存在着很

多乐器。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这些

乐器都是人为的，但这里有世界上最自然的乐

器，无论用什么材料都没被创造出来，只是

酷似自然的本身，这是什么样的乐器呢？就是

“嗓音”。

每个人都有这种乐器，它就像是天生就从

神那里得到的礼物。声音中有各自固有的色调

和色彩，也有各自个性的声音，听到的音乐足

以让对方感动，特别是没有任何人为的乐器伴

奏。以人的声音构成的音乐表现形式的阿卡贝

拉，是由最棒的声音创造的最佳的称得上是的

音乐。

‘阿卡贝拉’（A CAPPELLA）在词典上

的意思是不使用伴奏，只用人的声音来实现，

从语源的意义上说，‘是为教会而做的’。大

教堂内以无伴奏形式演唱的合唱曲样式被称为

‘波利波尼式’。在中世纪不能容纳乐器的小

教会里举行主教会议。但是，当时要献弥撒，

可钢琴这种乐器进不去，没有伴奏的乐器，

不得不合唱伴奏，之后为了礼拜的弥撒曲制作

了很多无伴奏合唱曲。想想一下在使用过的，

有高顶棚的漂亮礼拜堂里，无伴奏的奏响哈莫

尼，你会不自觉地感到内心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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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消失了很多，但是当时制作了具有模拟感性

的合唱团，还有很多出身的合唱团拉开了帷幕。

目前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合唱团——阿卡贝拉合唱

团EXIT也从高中合唱班同学开始。男子五人合唱团EXIT今年

成立已经超过11年。跨越歌谣、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等多

种体裁，展示着高水平的合唱音乐，特别是拥有扎实的演

唱能力的歌手和将鼓声完美地用声音再现出来的又名主唱

“percershinist”的组合，超越了韩国，展现出了亚洲最高

水平的水平。

实际上EXIT在中国台湾、香港，日本进行公演活动，

因此在亚洲拥有众多粉丝，特别是EXIT演唱的韩国电视

剧OST拥有足以抓住亚洲粉丝心的魅力。近段时间，韩

国首次播出《Channel A》制作了阿卡贝拉综艺节目，

《VOCAL PALY》的主唱，专业阿卡贝拉组合和著名歌手

们通过合作展示了全新的阿卡贝拉音乐。EXIT也参加了这

个节目，展现了帅气的舞台和高水平的音乐，形成了粉丝

群。声乐亚洲庆典是由韩国、台湾、日本、香港、中国、

新加坡等6个国家参加的“阿卡贝拉网络”，每年夏天巡回

各国举行“阿卡贝拉音乐庆典”EXIT于2012年在中国深圳

举行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亚洲最佳

组合。2019年8月，韩国声乐亚洲庆典将在日本塔加马茨举

行。而EXIT则计划在这次音乐节期间举行日本巡演。目前，

《阿卡贝拉》、《玉泽县》等影片正在策划参加电视节目

和舞台演出。EXIT在这次夏天的日本巡演中收获了很多粉

丝，EXIT正在准备以更加成熟的音乐演出和舞台演出向亚洲

的歌迷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5个男人演唱的幻想的哈莫尼，让听者陶醉于感性深

处。为什么听EXIT的音乐？我还以为合唱是用神赐予我的最

好的乐器制作的音乐。“NO INSTRUMENT/PURE VOICE”

以人的声音精心打造的阿卡贝拉音乐虽然有逐渐进化的趋

势，但是EXIT要追求的音乐成长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需要

更高水平的水平。虽然实力雄厚，但目前只停留在抄袭现

有音乐的水平，拥有自己的创作曲子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

和希望。EXIT同样也要遇到属于自己的好歌。要创作和演

唱好歌曲，克服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大众性的局限，只有这

样，才能得到更多群众的喜爱，才能保证持续的活动。这

不仅是EXIT的问题，也是韩国合唱团所有人的课题。我们期

待着11年来每天都不断为新的音乐发展而努力的年轻合唱

团EXIT的无穷无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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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z.istyle24.com

春季时装
介绍

SPRING

郑 裕 潭 相谈心理学科 2

 哋䐗赙
最近服装的样式越来越舒适。随着一字裤和便裤的流行，

一直沿着腿部曲线下沉的紧身裤正在逐渐消失。随着服装选择

范围的扩大，人们开始关注宽松版、自然版等服装。许多人寻

找舒适时尚的衣服，即便不穿即紧又不舒服的衣服，能充分展

现风格的衣服也有很多。随着这一潮流，人们都喜欢穿自然的

宽腿裤。在干净的衬衫上搭配舒适的宽松裤也很好。轻巧的开

衫搭配宽腿裤也可以成为帅气的时尚。如果想在这个春天享受

有活动性和舒适性的时尚的话，不妨挑战一下自然装。

战胜了过去漫长冬季的寒冷，温暖而清新的春天来

了。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抵御寒，而穿上了厚而温

暖的衣服。但春天是穿轻便衣服的季节。现在花也开

的漂亮，天气也暖和了，把冬天厚衣服放进衣橱，把

想穿的衣服拿出看看。这个春天穿什么衣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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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熲啓夹赙
以前只穿正式西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夹克是与任何衣服都能

轻松搭配穿着的衣服。最近，穿夹克的人特别多了起来。黑色的夹克搭

配上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或者搭配上宽松裤穿着会变得舒适。如果在夹

克里面搭配华丽的雪纺衫再穿上皮鞋，就会成为打扮有条不紊、干净利

落的服装。黑色夹克里面搭配华丽的衣服来做点缀，又能营造出新的气

氛。如果想穿着轻便舒适的话，可以用低单鞋演绎出舒适的风格，也可

以用皮鞋做点缀。如果能准备好各种夹克，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搭配，

就能展现多彩的春天时尚。

熲啓�㬝⸱䥥ㅓ练赙㕏
“OO是新的黑色！”这是时尚界经常说的话。绿色是新的黑色。

如果用过的话，就是绿色和黑色一样是感性的颜色。这句话表明，黑色

在时尚方面是无可挑剔的。经常使用的黑色相对于时尚而言很受欢迎。

黑色单品我们大概都有一件吧。那么应该如何使用呢？黑色是怎么搭配

都不会失败的。但是全部都是用黑色搭配，或是像白色或米色一样只用

原色搭配，会有很无聊的一面。如果今春想简练地使用黑色的话，一起

使用单色格子怎么样？这将会完成一套令人满意的、细致入微的时装。

有格子的夹克可以搭配黑色针织衫和宽松裤或在黑色连衣裙上搭配格子

棉大衣。大格子图案的针织衫和黑色皮鞋搭配起来也很好。今年春天在

黑色里一起搭配格子怎么样？ 

瓹ㅕ䥥颜啓
新的春天来了，想买件新衣服。新春到了，添置新衣，也是个

好办法。那么，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如果今春对购买哪种衣服犹

豫不决，那么确认今年的流行颜色也是一个好办法。全球色彩研究所

“panton”每年公布当年的流行颜色，今年评选出了“living coral”。

“生活珊瑚”是强调生活积极一面的色调，

是给人温暖、舒适和活力的颜色。“生活

珊瑚”的颜色与温暖的桃子相同。如果想

要准备新的时尚单品的话，不妨与今年的

“panton”颜色搭配，购买亮丽又充满希

望的衣服。除了2019年的颜色---生活珊瑚以

外，还有被选定为2019年春夏流行颜色的

各种颜色。芒果莫希特就是其中一种，正如

它的名字一样，是金黄色的芒果色。橙色黄

色的奥妙色调营造出柔和的氛围。可以搭配

在白色或黑色的基本颜色上作为点缀，也可

以搭配出华丽的芒果莫希特以及“颜色连衣

裙”。

紫丁香也被选为今年春夏的流行颜色。

这种颜色和春夏两季的鲜花也很相配，很可

爱。因为是清新的颜色，无论什么风格都可

以很帅气的搭配，但是稍微感到有些负担的

话，可以在“sweet丁香花”T恤和牛仔裤搭

配成休闲的风格。(10-4,5,6)

查看了很多适合在这个春天穿的衣服。

介绍了这春天流行的衣服和搭配，但是穿着

越来越多姿多彩也越来越自由，如果自己想

穿的衣服与这次流行颜色和搭配不太合适，

那就自由地穿吧。追随潮流很好，但穿自己

自己想穿的衣服会更开心。

4



时间  2019.04.13（土）~ 2019.05.12（日）

地点  韩国花卉公园（忠清南道泰安郡安眠邑花池海岸路400）

门票  成人12.000韩元/青少年及团体9000韩元

在忠清南道泰安举行的泰安世界图利普庆典。该庆典在世界

图利组织首脑会议WTS（WorldTulip Summit）上被选定为

世界五大图利组织庆典。今年举行世界框架庆典的国家有美

国、印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韩国等5个国家。泰安世界

图利普国际艺术节的主题是“讲述春天的花园和秋日的故

事”。泰安世界图利普国际艺术节通过各种各样的路线，让

游客在自己想去的地方拍照留念。还有以各种铜钱和不同的

主题装饰的花坛。

例如，用华丽的地毯形状的花坛、表现蒙娜丽莎和玛丽莲梦

露法人花坛、给人幻想电影感觉的花坛等。这里还有令人

联想到热带地区的椰子树林中和在水上展开的水上庭院。据

说，这里还有能将这些花坛一览无余的风车展望台。在官方

网站上，上传了为庆祝庆典而种植的图利普照片。如果你很

感兴趣，想去参加世界性的庆典的话，去泰安世界图利普庆

典也很有意思。

照片出处  http://www.koreaflowerpark.com

时间  2019.04.26 ~ 2019.05.06

地点   咸平世博会公园、生态湿地、华阳近林公园

        （全罗南道咸平郡邑坤岭27）

地点   成人7000韩元/青少年，军人5000韩元/老人，

          儿童3000韩元

咸平蝴蝶节是广为人知的节日，是全罗南道咸平郡举办的庆

典，从1999年第一届咸平蝴蝶节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蝴蝶多生活在环保地区。咸平郡的耕地多，环境安静干净。

咸平市利用咸平地区蝴蝶的大量生活，策划了以蝴蝶为主题

的庆典。庆典中以花和蝴蝶昆虫为素材的展示和体验生活活

动，还将展示和销售咸平郡生产的绿色农产品，畜产品，水

产品等优秀特产

在咸平蝴蝶大庆典上经常进行各种展示项目。这里有展示除

蝴蝶以外的6种蝴蝶生态馆和观察滩涂的野生，水，花鸟，

爬虫类等多种生物的自然生态馆，还有世界各国的蝴蝶。

蝴蝶和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咸平蝴蝶节准备了很多

花，想要一次性观赏多种蝴蝶和花的话，去咸平蝴蝶大庆典

怎么样？ 

照片出处 http://www.hampyeong.go.kr/butter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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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南泰安世界图利普庆典 忠南泰安世界图利普庆典



时间  2019.04.26.（金）~ 2019.05.12（日）

地点  高阳市一山湖水公园，元堂花卉园一带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洞区湖水595）

地点   预售票8000韩元/现场票12000韩元

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是在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湖水公园举行的

国内最大规模的花卉庆典。此次活动是大韩民国唯一的专门

举行花卉博览会。来自25个国家的200多家花卉相关机构、

团体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提出了最新的花卉趋势，展示了

各国具有代表性的花卉类和特色植物。

在该庆典上，将举行室内展示、晚会、庭院等展示，并运营

文化演出节目和花卉直销市场。室内展示有世界花卉交流

馆，有稀有植物展示馆和世界画家的花卉展示空间。展示

“和平之路”等很多值得一看的展会。在野外展示会上，有

包含世界和平愿望的主题庭院和用各种郁金香装饰的郁金香

庭院，可以买到鲜花的“世界花卉市场”。在我国，开辟了

韩国半岛的自生花庭院。在这里可以体验制作玫瑰篮子，种

植多肉植物，康乃馨等，还可以在玫瑰仙人掌等生产农场与

解说员一起参加巡回演出。据悉，该项目将在元堂花卉园区

进行，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上正在运行免费班车，相信可以

开展各种有趣的活动。

照片出处 https://www.flower.or.kr:5521/main/main.php

时间  2019.05.03（金）~ 2019.05.05（日）

地点  李舜臣广场及丽水市一带（全罗南道丽水市钟和洞）

地点   免费

每年5月，丽水市一带都会举行颂扬李舜臣将军保护国家和

保卫国家的业绩的龟船庆典。龟船庆典每年都在5月4日前

后举行，据说是为了纪念李舜臣将军1592年5月4日为了保

卫国家而首次出征的日子。

庆典从第一天的祭礼活动开始，进行李舜臣将军竞猜、游

行、音乐演出、艺术表演等很多活动。同时还将举行体验活

动和展示活动。体验活动有画巨幅船、制作比赛和吹信号风

筝、写李舜臣名言和名诗活动、庆典服装等。活动中不仅有

销售丽水特产的小吃市场，还将同时举行全国宫道大赛和民

俗游戏、临时写作和始祖庆典大会。

关于李舜臣将军，书籍和网络上经常可以找到。如果对如此

获得知识感到有所遗憾，不妨参加融入历史的活动和丽水龟

船庆典，以此可以留下难忘的回忆。

照片出处: http://jinnamje.com/page_mrJM15)

根据季节有很多庆典。夏天过后经举行秋季庆典，秋季庆

典结束后经举行冬季庆典。如果想独自前往某地并让自己

的只是有所增长，不妨去参加美丽的国内庆典。

女風時代  11

我们对韩国旅游地知道多少？很多人说去旅游的话，都会想到

很远的国外。虽然出国旅游很不错，但韩国也有很多值得观看

的美丽的旅游景点。现在鲜花盛开，绿叶繁茂，让我们去观赏

一下充满美丽风景的地方吧。

京畿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 全南丽水龟船庆典



19前年冬天，当寒风凛冽，我忙着整理好我的衣服后登

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由于是4天3夜的短暂旅行，所以

行李并不多。尽管不以旅游为目的，但比去旅游时更激

动。虽然我的心因从下面经过的一点云彩而跳动，但为了

不让坐在旁边的孩子们看出我的激动而努力克制。因为我

曾是一位教导孩子们的导师。记者问道：“你去过中国

吗？”而现在只有小学高年级学生才会立即回答这个问

题，“去过很多次！”旁边传来另一位导师的笑声。

从第一次出发，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夏令营的开始。

                                               朴 柱 映 航空服务专业 4

充满中国历史气息的浪漫城市

⃫䁘 



我已经24岁了，为了度过一个特别的假期，我申请了夏令

营。这是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对其经济和艺术进行教育的

“KB全球领袖大长征”夏令营。该夏令营是和孩子们一起

到上海旅游，了解经济观念并学习的项目。通过露营第一

次见到的孩子们虽然显得有些害羞，但也显得非常兴奋。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并不紧凑，所以我们决定自由浏览

上海街头。和孩子们照相的时候，路过的黑人过来说要和

我们一起照相。孩子们和我对于他的亲和力至露出尴尬的

笑容，但是托他的福，原本尴尬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有了

些许缓解。我们还参观了过去和现在共存的外滩 。这里

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胜地，也是游客云集的江边散步

路。据了解，沿着黄浦江，欧式建筑鳞次栉比可以充分感

受到异国风情，而且夜晚在外滩眺望浦东地区的夜景最为

著名。100多年的老建筑和闪亮的新建筑的完美结合，是既

美妙有美丽的街道。若不是从河面吹来的凉风，这真的是

很想一直观看下去的风景。

第二天，我们去自由旅行，去执行第一项任务。是团队乘

坐地铁执行任务的日子。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地是南京路。

据说南京路与我国的明洞是一样的地方。该任务的主题是

向从这里经过的外国人确认巨无霸指数。他们应该也是游

客，但是他们也欣然答应了孩子们纯朴的英语。虽然很难

引导消极的孩子参与，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不是很好的

经验吗？

 任务结束后的日程是各组自由用餐。由于这是自由旅行路

线中自期待的时间，所以与孩子们一起愉快的前，孩子们

和我都非常的期待。往台湾餐厅。向导说这是韩国人也很

喜欢吃的餐厅，孩子们和我非常期待。我点了鸡肉和麻婆

豆腐等各种食物，其中最令我好奇的就是菠萝炒饭。随后

点的菜依次上桌了，我们迅速地动了汤匙。但孩子们吃了

几口后就马上放下了筷子，即使是很少量的香料孩子们的

排斥反应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自己吃会很不不好意思，所

以我也悄悄地放下了汤匙。但菠萝炒饭真的很好吃！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往了上海的地标----东方明珠。

据说，耸立在天空中的东方明珠塔高达468米。电梯以超

高速到达最高层瞭望塔不到一分钟。从东方明珠上俯瞰的

夜景真美。第一天我们所走过的外滩尽收眼底。那光亮的

得连相机都无法捕捉到的夜景至今还闪现在眼前。孩子们

带着羞涩的表情说：“看看这里好不好，跟我一起照张相

吧。”因为知道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拍下了很多的照

片。用笑脸掩盖了分手的依依不舍。

为期四天三日的上海集训终于落下了帷幕。集训进行时感

觉四天为什么这么长，但再过去一看，转眼间就结束了。

回家那天，我的黑眼圈快要落到下巴上了，向孩子们一一

打招呼说再见，队员们那亲切的表情让人难以忘怀。最后

一天流着眼泪给我送信的达美娃，练习时间用“我爱我的

计划卡”给我带来惊喜的我们2队的孩子们。我收到了一个

暖冬，所以连寒冷都感觉不到。因此，更加珍珍贵的我的

夏令营，与孩子们一起编织了一次旅行的梦想，将波澜壮

阔的回忆记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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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是去年下半年在韩国获得超高人气的电

视剧。第一集以1.7%的收视率开始的电视剧《天空之城》

凭借着“制作精良”的口碑，收视率持续上升，到最后一

集收视率一直上升到23.8%，创下了无线台最高收视率。

虽然没有所谓的明星气质的年轻演员出现，但凭借“高考

竞争”这一不常见的电视剧素材和紧凑的剧本、导演、该

作品被称为“well-made”。

据悉，创作《天空之城》电视剧的作家柳贤美在自己

送子女上大学的经验和，得知因高考自杀的现实后，怀着

惋惜的心情写出了该电视剧。柳贤美作家还表达了自己的

使命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救活一个家庭。”就像作

家的使命感的一样，电视剧乘胜追击，在电视剧中很好地

表现了作家的意图。

电视剧的人气因素有很多种。无法预测的剧情展开、

快速的呼吸以及电视剧中所有人物都非常立体。人物的心

理和伏笔的运用与其他韩国电视剧相比，感觉水平非常

高，而且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时，连摄影工作也没有漏洞百

出的场面。因此，电视剧结束后，观众们经常会对电视剧

的结局或者剧情发展进行诸多的猜测。

《天空之城》的主要内容是，在0.1%的韩国上流阶层

聚居的。《天空之城》里，将丈夫视为王，而自己的子女

则是希望培养成天下第一王子和公主的名门望族出身的夫

人们凄惨的欲望一一展现出来。这是一部从十几岁到四十

多岁人群都喜欢看的电视剧，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因为电视剧的内容是教育性的内容，教育部长官刘恩惠

表示：“尽管所表现有些过分，但无论如何都是反映了现

实。”一位教育评论家表示：“《天空之城》目前正在敏

锐地展现以大峙洞为中心的江南教育。”让很多人对这种

教育真正在韩国进行的事实感到惋惜。

虽然韩国的教育热不容小觑，但中国也因为激烈的教

育热而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据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中国学生家长每年为子女进行课外教育花费12万人

民币（约1970万韩元）。与韩国不同，为了从通过考试

代替抽签选拔学生的少数精英公立学校中入学，中国从小

韩国电视剧介绍



女風時代  15

学生时期就开始了入学考试竞争。在发生比韩国更惨烈的

高考战争的中国，《天空之城》的内容或许更能引起共鸣

吧。

在中国成为话题的韩国电视剧中，电视剧《来自星星

的你》的评分为8.3，《太阳的后裔》的评分为7.8，而《天

空之城》的评分为8.7，相对来说评分很高。在中国最具代

表性的评分网站“豆瓣”上，看到《天空之城》后，上传

了很多评论。大部分评论内容都是“完全沉迷于电视剧，

等待更新”，“这电视剧满分就是10分”等。

在中国对《天空之城》的内容更能产生共鸣的原因是

与电视剧内容相似的事件直接发生了。但该事件在中国国

内鲜为人知。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情况并产生共鸣，

简单地说，就是2016年中国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的吴雪

玉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就是被称为典型教育失败的

事例。因为，为了考上父母的母校，亲子关系被歪曲为仇

人，并造成了相互仇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吴雪玉在

2012年福州第一高中高考中获得第一名。据悉，此后在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读1、2年级时他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但他残忍地将母亲杀害了，并将尸体遗弃在床下，将尸体

放置了半年以上。甚至在房间内设置监视设备，用自己的

智能手机监控情况，让人感到非常震惊。中国的这一案例

与《天空之城》的内容很相似，《天空之城》在中国播出

后，吴雪玉事件就更有所见闻了，也提出了中国的教育问

题。在得知吴雪玉事件后观看《天空之城》的一位观众甚

至说到：“孩子们就是生活在地狱的城堡里。”

和韩国一样，中国教育问题不断发生。据悉，中国

教育部在去年通报了“减轻学业负担”的30项措施。像

这样，虽然知道教学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国一一采取了措

施，但是看到《天空之城》表现出的教育问题，就会感到

更加严重，并且产生了危害孩子的心理。在中国观看《天

空之城》后，很多人就会对教育产生新的想法，父母们会

对自己的教育态度进行反省。希望观看《天空之城》后，

韩国和中国能够运用更好的教育方法，让孩子们在更好的

环境中成长。

赵 賢 叙 社会福祉学科 2



2019年

电影简介
 

上映日 2019.05.09.

类型     喜剧，动作

电影'女警'（导演郑多元）讲述了为了解决在48小时后上传预告的发生的连警察都放弃的数

码性犯罪事件而进行非公式调查的故事。

1990年代非常活跃的前传说中的警察“美英（罗美兰），穿着皮夹克用严寒般的目光抓犯

人的”美英“的旧貌和现在在信访室挂着业务性微笑做事情的样子有很大对比，使观众发

笑。相反的，因为有着过度的热情和直爽性格而受到惩戒的警察“智慧”（李圣经）在哥

哥的妻子“美英”工作的信访室里工作，在那个地方偶然发现了数码性犯罪的破案头绪，

警察以复杂的程序为理由，拒绝进行调查，旧时的目光重现的“美英”和有着无限热情的

“智慧”一起进行了非公式的调查。

与悲壮的汽车撞车场面一起帅气的两人的样子没有阻碍的调查将会怎么样进行，吊足了观

众胃口。并且利落的动作和充足的现实感爆棚的调查剧'女警'的亮相预告了娱乐电影的趣

味，增添了观众的期待感。最近社会中重要的数码性犯罪事件为素材，希望我校学生可以

多多关注观看。

上映日 2019.05.11.

类型      戏剧，喜剧

电影“我特别的兄弟”（导演陆尚昊）讲述了过去20年间虽然没有混合过一滴血，但是却

像一个身体一样的生活的有点头脑的哥“世河”和有点体能的弟弟“东久”的故事。通过

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两个男人的友情的人情剧。由制作了通过温情的视线描述世

界的电影《I can speak》，《cart》等的Joy Rabbit制作，有预感会在2019年春天带来特

别的笑容和感动。该电影讲述了20年间互相帮助，就像一体般的兄“世河（申河均）”和

弟“东久（李光洙）”的故事。福利院长大的他们，在福利院神父去世，福利院的资源中

断后面临着要分别的危机。他们为了不分开而想办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东久游泳的天赋，

接受了挚友美炫（李絮）的帮助，让东久出战了游泳大会。

预告片里出现的世河有小聪明，东久用身体点咖啡的场面使人们更对两位演员的演技充满

了期待。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互相协力扒开这个社会的两人的故事令人满意，感觉很了不

起。看完这个电影后希望在看我们周围相似的人们时可以做的事和对这些事的认识可以有

新的想法就好了。 

女警

我特别的兄弟

裵 娟 璟 航空服务专业 3



Ⅲ. 招生专业和招生人员 

大学 区分 招生专业 招生人员

光州

女子大学

本科

1.航空服务专业        2.美容科学专业        3.儿童英语教育专业 

4.客服营销专业        5.化妆品科学专业   6.社会福利专业

7.语言治疗专业        8. 保健行政专业       9.食品营养专业

10.室内设计专业    11.警察法专业         12.咨询心理学专业

○○名

硕士

[一般研究生院]

1.美容科学专业       2.儿童英语教育专业       3.航空观光开发专业 

4.物理治疗专业       5.食品营养专业                6.临床心理咨询专业

7.牙齿卫生专业       8.工作治疗专业

[社会开发研究生院]

1.社会福利专业       2.警察法专业          3.语言治疗专业

4.室内建筑专业       5.心理运动专业     6.护理专业

○○名

博士 1.美容科学专业  2. 幼儿教育专业 ○○名

※ 大学院招生专业根据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动

Ⅳ. 申请资格 

区分 报名资格

韩国语研修班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修者以及毕业（预毕业）者

本科新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修者以及毕业（预毕业）者

3.持有TOPIK3级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院） 

本科

插班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修者，在国内或国外的4年制正规大学

学习两年以上结业（预毕业）者或专科毕业（预毕业）者，在本校插入3年级

3.TOPIK3级持有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

（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院）

研究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4年制大学毕业 (学•硕士学位持有者)

3.  TOPIK3 级持有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 （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

    ※具体事项请与大学院（062-950-3801）或者与国际协力支援组（062-950-3578,3931）联系

chinese2.kwu.ac.kr



chinese2.kwu.ac.kr

2019学年度 光州女子大学 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所在地：大韩民国光州广域市光山区

大学类型：四年制综合私立女子大学

Ⅰ. 学校简介

光州女子大学（KWANGJU WOMEN’S UNIVERSITY）是韩国教育部和中国教育部承认的一所韩国著名女

子大学，以“培养创建人类社会的女性人才”为办学宗旨，以其独特的教育视角和新颖的MAUA教育理念

闻名韩国，是韩国汉江以南唯一的四年制女子大学,被誉为“职业女性的军官学校”。    

 

Ⅱ. 大学的骄傲 

 

◎ 1%认证大学           外国留学生非法滞留率低于1%的认证大学

◎ 就业率第一           2011~2017 全国4年制女子大学中连续七年连续就业率第一

◎ 教师任用率第一      美容科学系，2015年中等（美容）教师任用就业率第一

◎ 培养国家选手         射箭队，2010年至今世界比赛金牌16冠王 奇浦倍 选手

 射箭队，2016年射箭世界排名第一 崔美善 选手

◎ 航空服务专业         1. 2010年至今 国内外航空公司合格率占最多

 2. 2015年新设硕士点

  3. 2012，2016 选拔出韩国小姐

◎ 美容专业             1.全国最早设立4年制美容科学系

 2.学士，硕士，博士授权点

◎ 多功能体育馆         2015年光州夏季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