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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跟大家做最后告别的时间了。大家好!我是女风时代的记者

朴柱映，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大家不觉得很疲惫吗？我最近为了避暑每天都在喝热咖

啡放冰块，喝完凉爽的咖啡后觉得能稍微解渴一些。希望大家也都根据适合自己的避暑方

法度过炎热的夏季。韩国虽然夏天很热，但是避暑的地方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旅

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再见！

朴柱映 (航空服务专业4年级 )

女风时代的阅读者们，大家好！又参加了第17期的制作。大家在这一学期是怎么度过

的呢？我一边在学校生活，一边做志愿活动，对外活动以及报社的工作，几个工作并行做

着成为入学以来最忙碌的一个学期了。虽然身体疲惫但是回头看看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希

望大家也能度过一个充实的学期争取善始善终。还有如果大家对我的报道部分有什么反馈

的信息的话，无论何时，都很欢迎。很感谢您对这一期的阅读。

裵娟璟 (航空服务专业3年级）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6月中旬。时间飞逝，转眼已经快放假了。在一学期还没结束之

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忙得不可开交就迎来了假期。目前还没有假期计划，想要趁着假期

好好休息一下。这一学期最后的报刊也结束了。虽然努力去做了但是依旧有很多东西要学

习的和改正。以后要更加努力的去写好，学好。天气时而热时而冷的。到6月初下雨的话还

会变冷，很担心会感冒。安然无恙健康的度过也很幸运了。提心吊胆的很担心健康问题，

一点点的一学期也要结束了。也想出好好出去玩玩了。现在是夏天了，去想去的地方愉快

的玩一下也很好。做想做的事儿，去想去的地方，希望舒舒服服的度过美好的这个！

郑裕潭 (咨询心理专业2年级）

披着外套去看樱花的时候好像还没过多久就已经迎来了穿半袖的夏天。现在就要 放假

了，虽然内心有点激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做着与年龄相符

的事。 虽然我做报社的事还不是很久， 但这种担心和负担是我在报社工作半个学期

以来的一种感受，第一次，怀着很迷茫的心情进了报社。虽然很艰难辛苦，

但是现在我好像找到了适合我的事情，能够轻松的写出原稿了。迎来了从春到

夏的假期。以后一如既往的带着我的热情用愉快的心情发刊，无论是报社还是

学校 都加油！

赵賢叙 (社会福祉专业2）

职员介绍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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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光州女子大学国际教育院金惠贞院长.

不知不觉又到了学期末，六月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

试了，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希望大家利用好最后的一周，积极奋斗。 祝大

家考试顺利，取得好成绩！考试结束后，暑假即将来到，很多同学也即将回到

自己的祖国和父母一起度过暑假。炎炎夏日，酷暑降温谨记， 希望同学们能

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6月24号我们要迎来开始了一个新的夏季学期，有20名新外国同学来我校

学习，我们表示很荣幸，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际教育院的支持与信任，我们

会越来越努力，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七月我校还有一批韩国同学去中国烟台大学进行汉语短期研修，这也是我

们第一次和烟台大学展开的短期研修合作，并且是政府支援的项目。这是一次

可以很好的加强自己中文的机会，还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文化。提前祝这批同

学研修顺利

最后祝愿大家，期末考试顺利，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下学期我们继续努

力加油！下学期见。 

 2019年 6月 24日

国际教育院院长  金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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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我们学校秘书室在5月26日（星期日）下午 光州  金大中

会议中心 特设舞台上召开的由韩国日报主办，光南日报主官

的2019年韩国小姐地区预赛‘光州小姐 选拔大会’中荣誉的

‘善（第2位）’和‘美（第3位）’。‘演员小姐’，‘演讲

小姐’ 分别被选拔 总共排出 4名获奖者. 

这次地区预赛中学生张图亚（服务工商专业4）在‘善’

被选拔，学生李梧真（航空服务专业4 年级 ）在‘美’被选

拔，学生金敏京（航空服务专业4 年级 ）在‘演员小姐’获

奖，学生李尚敏（航空服务专业4 年级 ）在‘演讲小姐’在获

奖。除了这些，学生尹次恩（航空服务专业3年级）参赛2019

小姐大田世宗忠清选拔大会中，获得‘赞助奖’。

由此再次证明我们大学是继知性和德性之后,培养美丽女

性人才的摇篮。这次2019年光州小姐选拔大会中真，善，美

被选拔的3名获奖者将在7月11日去首尔东大门赛区的庆熙大

学和平殿堂上做2019韩国小姐决赛舞台的正式准备。

在 2019 光州小姐 选拔大会上  

荣誉的善（第2位），美（第3位）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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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院在6月4日（星期二）到6日（星期四）之间 

访问了中国温州地区的大学以及高中院校，商议两校之间

的交流项目多样化以及加强合作战略的事宜。温州大学，

口腔大学和温州女子大学是MOU缔结后到现在学生之间

的交流一直在进行，特别是在外国留学生毕业生的就业范

畴，直观可视的成果展现在学生面前，入学生的咨询也变

得多起来。两校在商议合作方案时，特别是在美容专业，

航空服务专业以及室内装潢专业的关心程度比较高。我们

大学继上个学期后包括2019-3学期，预计向温州大学，九

江大学选出交换留学生。

金惠贞国际教育院院长说：“双方不断取得良好成果,

将在交流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现有合作学校之间的深

厚合作关系”。还有“我们还将与新访问的浙江安邦职业

技术学院及温州龙湾职业高中建立实质性的合作体系。”

大学工作就业中心在6月5日（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到

下午4点30分在大学本部1楼的国际会议场召开了‘各地区航

空就业 接力说明会’，校内的在校生以及毕业生等总共800

余名参加，座无虚席，圆满结束。 航空工作岗位地区接力

说明会由国土交通部(部长金贤美),韩国航空公司(社长孙昌

万),航空工作岗位就业支援中心主办,为支援居住在地区的青

年提供工作岗位,于6月3日开始在釜山开始，光州地区是第

二次开的说明会。6月11日（星期二）在济州岛进行最后一

次。

这一天活动从主办机关是航空岗位就业支援中心介绍

开始，参加企业（韩国航空公司，仁川国际航空公司，大韩

航空，济州航空，德威航空）的录用说明会， 以办公,乘务,

调度,维修岗位在职人员合格成功期专题讲座,外航司乘人员

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招聘说明会以下半年招聘准备,假期

准备事项为重点提供了信息，合格成功期讲座以现职学生分

享最新经验及参与学生积极提问,坦率回答的方式进行。参

加讲座的高惠媛(航空服务专业4年级)学生说:"在光州,一次就

能获得梦想中的企业的招聘信息,还能听到就业经验,是非常

宝贵的时间。" 参与的学生集中度和参与度高,响应度高,整体

气氛活跃。

赞助各地区航空就业接力说明会,一起提高求职技能的

咨询馆,就业助威活动馆等一同进行Job梦想庆典的大学就业

中心组长赵明基说：“不光是提供给本校的在校生，还要给

其他地区的有梦想的青年们提供优质的信息， 提供倾听现

场声音的机会很有意义, 将继续为前途〮就业提供实质性的

帮助而努力”。

国际教育院，除中国温州大学 

口腔大学外 3个学校访问

大学工作岗位中心‘各地区航空

就业 接力说明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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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m Festival&Lala Festoval2019年第7期Q-Leader 

宣传大使 任命

     学生处 ‘心连心拉面活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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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学从5月20日(星期一)到21日(星期二),为期两天的"第21届

MAUM Festival"活动盛况空前。此次"MAUM Festival"活动是为了纪念

教师节和成年日而特意穿上牛仔裤进行的"青裤(青春就是现在)日"活动

和每年秋天进行的“松江庆典”合并一起意义重大。此次活动由学生

处和总学生会共同主办,大体上分为第一部分"青春就是现在–感恩和祝

贺的舞台"和第二，三部分"LaLa Festival",在我们大学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体育馆和校内回旋交叉路为中心进行。

第一部分"青春就是现在,感恩和祝贺的舞台"中,迎接来成年日，李

善宰校长以及教职员工给200名学生代表戴上了花冠, 在赠送教师节纪

念礼物的同时,还播放了各学科教授们传达的温馨视频,增添了几分温

馨。随后,由学生处主管的"心灵钢琴比赛"和媒体中心,图书馆共同主办

的"第三届樱花结局摄影大奖赛"举行了颁奖仪式,以学生和教职员工共

同参与的"心灵律动"和"心灵搏击"为第一部分的活动结束内容。

第二部分"LaLa Festival"是各学科的演出,歌谣节,自由市场,社团展

位等各种附带活动,于20日(星期一)至21日(星期二)两天内举行。李善宰

校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和总学生会共同参与了"K-count down(歌唱赛)",

为大家带来了愉快的舞台, 李善宰校长表示： "希望MAUM Festival能够

以成熟的姿势和心胸，你和我彼此互相理解并包容彼此心灵的松江家

庭庆典",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员工和全体在校生,让我们一起把活动圆满

结束"。

5月27日(星期一),我们大学 在一楼大学本部

校长办公室，向第7期10位Q-Leader形象大使颁

发了任命书。通过资料审核,面试及考试选拔的宣

传大使将在明年2月之前访问入学考试博览会现场

和高中,负责学校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校活动的贵宾

礼仪,为提高我们大学的地位做出贡献 校长李善宰

说：“ 作为汉江以南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学,我感到

非常自豪,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完成任务,谢谢大家,我

爱你们。” 我们大学从2012年第一期开始,每年选

拔10名左右的学生宣传大使,为选拔的学生提供机

会培养对学校的自豪感和领导能力,还提供制服和

活动费,每年学生们对此都人气十足。

学生处在5月30日(周四)和6月4日(周二)分两

次与总学生会一起访问了聳珍育兒院和韩国残疾

人文化光州广域市协会,进行了"心连心的拉面"活

动。5月23日(周四),走访了光山区政府,继心连心拉

面活动第一次捐赠的1000个方便面后，,此次2-3次

赠送仪式又向各单位捐赠了500个方便面。韩国残

疾人文化光州广域市协会会长郑振森说：“因为

是学生和教职员们十匙一饭捐赠的拉面，所以意

义不同寻常”李俊秀学生会长说：“我们大学的

捐赠不是只做一次，我们会一直为持续性的进行

下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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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爵士乐无伴奏合唱的故事

爵士乐是产业革命以后全世界近代化过程中与市民

们的痛苦，成长一起萌芽发展过来的。用大众的语言成为

“pop”，它是从“Rock‘n’roll”的时期开始使用，

但是爵士乐才是真正的“POP”原著，难道不是吗。这次

选取的主题内容就是爵士乐伴奏合唱，但是因为它只是爵

士乐中的其中一个，所以关于爵士乐的故事或许会多说一

些，这次主要是讲一下前，中半期的爵士乐伴奏的特性，

关系，以及伴奏合唱和乐队的比较，爵士乐伴奏合唱编曲

的理解，为什么是摇摆？再讲一下韩国爵士乐伴奏合唱的

故事。

一般我们所说的无伴奏合唱其实随随处可见。根据

流派表现的类型区分也是正确的，但是更准确点说无伴奏

合唱其实演奏法中的方法之一。所以说首先要看爵士乐流

派分支有哪些，虽然说流派有很多区分，但是一般都是根

据演奏法为基准来划分，为了容易理解掌握。看看这些内

容，其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成熟和人们的鉴证，因此成为旋

律变化和共感(从舞曲到艺术性的音乐欣赏再重新回归舞曲)

的最大因素。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多音乐家的无数次试

图和努力，流派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由于伴奏合唱是用嗓音来演奏的原因，所以比别的乐

器组合演奏更能够让观众集中注意力，单方面想的话，日

常生活中，人们有各种形式的集中，在那么多集中的事物

当中，最为集中的还要属于对话的时间，理由就是因为信

息的交流，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包含在语言中，对方的外

貌所包含的信息，通过大脑分析的过程来实现，人们很自

然的变得集中。这种下意识的情况很多。但是除了对话以

外的关于事物或者在任何可以发声的东西方面，能有多么

集中呢？除了特别情况外，其实人们在听到声音时是不集

中的。接着这个话题来看的话，当然一般情况下有歌词，

有歌手，只通过人的嗓音来演奏合唱，更深的共感，自然

而然的变得集中。为了更好的理解虽然说了很多，但是综

合来看，伴奏合唱与其他的演奏方式相比，用最少的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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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完成了最美的和音，达到了让观众集中并产生共鸣的

效果。无伴奏合唱的优点也是容易与观众产生共感并且吸

引观众的集中。

了解了这样对待伴奏合唱组合特性后，就能够准确掌

握伴奏合唱曲目的编曲的方向性，再重新指出下面几个要

点后转入下一个内容: 爵士乐无伴奏合唱音乐大约50%是

Swing，40%是Ballade。其中有几个理由，最主要理由有3

个。举例说明一下,

1) BeBop 或者  HarBop这两个包含了非常高难难度的技法。

2) 有歌词的Standard的曲子大部分都是 

3) 当初爵士乐流行的当时没有无伴奏合唱曲

所以爵士乐无伴奏合唱音乐大约95%都是翻唱形式的

Standard 演奏的。在近代由于大众音乐不再是爵士乐主

流，也使得爵士乐无伴奏合唱没有新作品诞生。下面关于

爵士乐无伴奏合唱编曲的故事以基准发表的 Standard翻

唱版本音乐来简单说明一下。已经完成演奏的曲子再重新

构成的情况与单纯创作的作品情况不同，还有不同的是新

创作产品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构思。所以很多艺术家都选择

了“回归基本”。以音乐受欢迎的理由为中心，如果那个

理由是欢快，那么久尽量发挥欢快的特性，抒情方面受欢

迎的话，那么就最大限度的去抒情，再努力去展现一下浪

漫。Swing是歌手通过轻快的方式摇摆，Ballade是通过感

性的声调和调音来演奏的。除此以外的因素或者创意都没

有脱离这个中心内容。个别使用也仅仅是短暂的增加快感

的程度。为了展现音乐家的艺术性，尽量不用有难度的和

弦和技法，人们喜欢音乐的理由是通过感性去编曲，这么

看来，既是是相似的作品构成，通过纯粹嗓音来实现的无

伴奏合唱演奏方法更能够深刻的让观众产生共感，这种感

觉就像是见到了新大陆。

在大众的立场上，事实上只是把无伴奏合唱看作是挺

好奇的音乐形式而已。但是无论是谁都可以尽情的享受无

伴奏合唱的美妙和音，脱离主流和非主流音乐来讲，喜欢

无伴奏合唱的人分明是存在的，也存在为了一场精彩的演

奏而付出辛苦努力的艺术家们，纵观音乐历史路程，其实

无伴奏合唱的历史还是很短暂的。在 ‘Single Singers’，‘The 

Kings Singers’， ‘The Real Group’， ‘Take 6’， ‘The Idea of 

North’， ‘ Naturally 7’， ‘Pentatonix’，等世界性的人气无伴

奏合唱队出现之前，已经有无伴奏合唱这个叫法在脑海中

存在了。从Clasic 开始 到Jazz和Pop，无伴奏合唱虽然没

能与大众摇摆音乐一起成长，但是通过学习历史，比一些

演奏形式更快的进步，而且在那个基础上，一定有爵士乐

无伴奏合唱的存在。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无伴奏合唱组合。作为本篇文章

的结束。它是韩国的组合叫‘ZENITH’。他们在亚洲和欧

洲的无伴奏合唱大赛上得过奖，这也证明了他们是有实力

和国际知名度的。作为领队兼贝斯手的Eric Kim在大学主

修古典音乐钢琴，在那时受到‘Manhattan Transfer’和

‘The Real Group’的影响才开始无伴奏合唱的。男高音

金民求在大学专业是主唱，在学习爵士乐时，陶醉于‘Big 

Band Sming’之中，受到‘The Real Group’ 和 ‘The 

Idea of North’的影响开始了无伴奏合唱。女低音金世憙

大学专业是主唱，并且她还是R&B Soul音乐名师，一边教

学，一边培养大众歌手。女高音Anna在大学主修声乐，

在歌剧流行音乐和舞台剧的表演过程中加入了‘ZENITH’

组合。男中音金亮雨在大学主修CCM,一直在做个人音乐

活动。各自不同的歌唱专业最后组成一个共同体，真是特

别具有幻想色彩。‘ZENITH’组合是具有强大的基本功底

的合唱组合。所有的组员都是具有作曲，编曲能力的，有

很多实战经验和挑战的过程。他们经常为了突破无伴奏合

唱的局限而一直努力着。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克服障

碍，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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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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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流行
趋势介绍

SUMMER

裵娟璟 航空服务专业3年级

牛仔和
       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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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被认为是没有品位的时尚‘青青’再次受到关注。

2019年春/夏时尚潮流商品再次倾向选择了牛仔，以20岁和

30岁为中心的牛仔裤或者基本商品以为的牛仔连衣裙，牛仔

夹克等多样化牛仔风格的商品都备受青睐。多个世界品牌也

争先恐后的展示牛仔收藏品，像李维斯，汤美费格等，传统

牛仔裤品牌也推出了"enzinead","可口可乐胶囊系列"等限量

商品,引领着牛仔潮流。

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追寻短

款牛仔裤,牛仔衬衫,连衣裙等。 另外90年代风格加上最新感

觉的"复古"被选为代表今年潮流的关键词,牛仔裤,牛仔夹克等

牛仔商品大受欢迎。

实际上,今年1月至5月7日期间,新世界百货商店购买牛

仔系列商品的顾客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1.9%,销售额也比

前一年增加了13.5%。 特别是对流行趋势敏感的20多岁和30

多岁顾客对牛仔商品的需求比前一年增加了39.4%,显示出了

"牛仔热潮"。  新世界百货商店青年时尚部门的刘焕炎组长

说:"即使每天穿也不会觉得别扭的基本牛仔裤到水洗华丽感

十足的牛仔裤,宽腿牛仔裤等多种复古风的商品,受到了以年

轻顾客群体为中心的朋友们的欢迎。"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荧光"。 "Futro"是"Future"和"Retro"

的合成词,意思是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尚潮流。即,用过

去流行的色彩表现未来感性的非常"深奥"的意思,这个Futro选

择的颜色就是"荧光","霓虹"。

这个荧光已经很容易在荧屏上的时尚人士身上找到。著

名造型师韩惠妍通过自己的YouTube频道表示霓虹色是流行

趋势,笑星朴娜莱在SNS上上传了身穿荧光色衣服的照片,并

附写了"懂潮流的女人"。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称为"21

世纪甲壳虫乐队",正在全世界进行体育场巡演的防弹少年团

(BTS)也选择了荧光作为新曲《为了小东西的诗》的舞台服

装。防弹少年团在白色套装上用鞋子和内搭作为亮点,展现

了不夸张的节制趋势。

海外有名的名牌很早就将荧光视为潮流颜色。今年首季

就推出荧光,霓虹色商品的品牌非常丰富,包括普拉达,瓦伦西

亚,路易威登,瓦伦蒂诺,凡尔赛,亚历山大王,马尔尼等。这些

品牌包括西装，T恤，帽子，鞋，非常多的产品都披上了荧

光，迅速第安顿在流行中。一目了然的荧光给人们带来了活

泼清新的形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国内品牌，街头品牌

也迎合了这一热潮，荧光T恤，荧光裤子，荧光袜子，荧光

运动鞋等已经成为更多人宠爱的颜色。夏天的画报也被荧光

填满了。模特们的衣服很难找到除了荧光以外的颜色。

如果荧光颜色的衣服穿着有负担的话，可以从小东西入

手，比如包包，鞋子，饰品等先尝试也是不错的想法。此外

还有荧光美甲和有荧光光泽的口红等也可以作为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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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旅程

光州女大�Ӝ��松汀98路乘车�Ӝ��国立亚细亚文化殿堂 下车�Ӝ��

地下商场直行三个隔断后�Ӝ�到达目的地

美食美味心情

愉快

适合忙碌的

学生群体

自由选择菜单

人气理由

菜单 价格

+ +

美 食 探 访

任昭恩
美容科专业1年级

林綵熹
美容科专业1年级

鄭恩肥
美容科专业1年级

朱燦嬉
美容科专业1年级

光 州 美 食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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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探 访

콩나물 무침

배추 김치

명이 나물

깍두기

열무 김치

 

去的旅程

一句评价

菜单 价格

光州女大（松汀33路，金湖46号路） 鹰岩公园 郑家王米肠

 20-25分钟  10-15分钟  

喝了郑家王米肠的排骨汤，
因为鼻炎而阻塞的鼻子瞬间
通畅。前一天积累的疲劳感
也得到了缓解。真是1级极
品，强烈推荐~~ 
金丹菲

20年以来在我吃过的排骨汤
中堪称之最，好吃健康的一
顿美食，心情无比愉快。
李秀彬

感谢组员推荐了如此好吃
的美食，十分满意，一碗
汤，虽小却很珍贵。美好
的回忆长留心中。
金宥真

像家里一样温馨的感觉，排
骨汤清香美味，对其他的菜
也很好奇是什么味道，所以
下次还会考虑再来。
郑兰京

金丹菲
牙齿卫生学科 1年级

金宥真
牙齿卫生学科 1年级

李秀彬
牙齿卫生学科 1年级

郑兰京
牙齿卫生学科 1年级

光 州 美 食 介 绍



去年圣诞节时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去旅游，旅游回来后妈妈说了一句：“我也

想去”。我说：“走吧，走吧”。于是跟妈妈和弟弟又去了日本旅游。想体验一下

坐船去的感觉，于是我们没乘坐飞机乘船去了福冈。我们的日程是5天4夜,但是坐

船的话,当天晚上10点出发,第二天早上7点开始下船,与早上坐飞机来的旅行日程可

以一样进行。第一个行程是先去泡温泉。虽然经常去日本旅游，但是都没有好好的

泡过温泉。所以趁着这次机会要尽情的享受一下。先把行李放在住所，拿上随身需

要的东西，核对好去温泉景点的公交时间，找到最近的站点，坐上免费的公交车就

可以去温泉了。来到公交车站点看来一下时间表，这个时间没有要等一个小时后才

能有车。

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准备先吃点饭。正在犹豫吃点什么呢妈妈说就去眼前这个

炸猪排饭店吃吧。跟着妈妈进去就看着菜单上的图片点了餐。结果上来的炸猪排简

直太美味了。超级实惠。吃完饭看着时间坐公交车去了温泉。我们这次去的温泉是

离市内最近的位置。在观光游客中也是口碑相传的温泉。就这样,在泡完温泉后,我

们又坐上了博德站前的班车,在便利店买了晚饭和啤酒回到住所,第一天的行程结束

了。

第二天，我们预订了一日游巴士,乘坐巴士一日游的套餐。不仅是我们,其他游

客也一起乘坐一列巴士,导游为我们分享着有趣的故事,和福冈的主要旅游景点，作

为一天的路线观光。最先去的景点是从博德站乘车需要15-20分钟的‘太宰府天满

宫’。这里还有一个有名的地方。这就是星巴克,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设计者制作

的星巴克。还有进到里面去,有一个被称为"学问之神"的牛铜像,这里有这样一个传

说:摸摸这头牛,就能如愿以偿,好事多多,大家排队去摸那头牛,拍照留念。

 当然，我和妈妈弟弟也都摸了。接下来去的一个叫做刘厚仁的温泉村—托托

罗村庄。从太宰府到刘厚仁大概要坐1个小时的车程。因为要吃午饭，所以就给大

家3小时的自由时间自由活动。各自利用好自己的时间，时间到了就来一日游巴士

会聚就行了。所以我们刚一到就去吃午饭。选择的餐厅里有乌冬面,盖饭等很多种

类的食物。本以为来得挺早的，,但是因为有排队等待,所以进去吃完饭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不能落下的美食街。那就是那就是"金像炸丸子",据说是去日本参加炸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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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时获得金像奖而建成的金像炸丸子。炸丸子真的是特别好吃，真是受之不愧的

金奖。在刘厚仁村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叫别府。别府鬼怪地狱温泉比

刘厚仁更有名的温泉就是别府了。鬼怪 地狱温泉里有5个温泉，还有卖鸡蛋（用那

个温泉水煮出来的）和弹珠汽水的。还有可以泡足浴的地方。还会逛逛还可以看到

香烟秀表演。就这样,等到最后的行程结束,从别府坐公交车到博德站大概需要3个小

时左右,

到达住所后就是晚上7点了。到了博德站后我们决定晚上去100日元寿司餐厅

吃晚饭。吃完晚饭,我们去博多运河城购物,逛逛,然后回到住所,旅行的第二天也就这

样结束了。

这是旅行的最后一天,也是在福冈的最后一天。因为最后一天没有固定的日程,

所以很悠闲地做着准备,正在考虑去哪里的时候,弟弟从来日本之前就说过想买衣服,

但是想到了这个就去了百货商店。百货商店的位置位于天津,买完弟弟的衣服,又逛

逛旁边的"大名街"。大名街是购物和吃美食的最佳场所。就这样东瞅瞅，西看看

的，不知不觉逛着就错过了午饭的时间。

妈妈说怪不得觉得肚子有点饿呢，我们开始找饭店。妈妈说她想吃蛋炒饭，我

想吃汉堡。最终还是去了妈妈想吃的饭炒饭饭店，就在眼前进去吃饭就出来了。从

天津由重新坐车向博德移动。因为日本的公交车费用比较贵，所以尽量能步行的就

走着了。这样可以一举两得顺便看看日本的街头巷尾。我比较推荐这个。从天津到

博德站走路的话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这样边走边拍,边休息,感觉非常健康，真是

太好了。到博德车站,又到博多运河城,，再看看我们 昨天没看全的地方。 就在这时,

突然下起了雨,急忙在便利店买了雨伞再走。

妈妈说最后一天晚上了，咱们吃点特别的。正在搜索中妈妈的朋友给推荐了在

博多运河城附近的自助烤肉店，价格和味道都很合适，我们按照推荐的路线找着去

了，肉感和味道比想象的还要好一些。真是吃爆了肚子回到住所度过旅行最后的一

个夜晚。第二天就要回国了。12点开船下午6点30分到达釜山港。这次纯粹是即兴

旅行。这是我离开釜山来到光州之前的一次旅行,所以更有意义。 在许多旅行中,这

次旅行总是能经常想起，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梁有賓 美容专业1年级



        现在正是YouTube的时代。 不仅是普

通人,艺人和演员,还有各自拥有职业的人也在

YouTube上上传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想法的影

像视频。现在小学生都不看电视了，因为在

YouTube上可以看到更多的视频，大人们也

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YouTube上看。

        YouTube是共享全世界网民上传的视频

内容的网站, 2005年2月由查德•赫利,史蒂夫

•陈,扎韦德•卡里姆共同创立。2006年谷歌

收购YouTube后,YouTube逐渐以上升趋势

前进。开始启动不同国家的本地化服务,提供

多国语言服务,到目前为止,除部分服务收费外,

其他服务都可以免费使用,许多人都在使用。

        在YouTube上建立自己的频道并在该频

道上传自己影像视频的人叫做YouTuber。

因为把自己制作的视频上传，所以也叫创

作者。YouTube成为1人创意的蓝海后,在

YouTube上开通自己频道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youtube上活动的热门人物都有谁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YouTube时代的明星们。

鄭裕潭 心理咨询专业 2年级

YouTube  
创作者推荐

J.Fla-歌曲 YouTube

随着YouTube市场的扩大,订阅YouTube的人也

在增加。那么在我们国家拥有最多YouTube阅读者

的人是谁呢？他就是目前拥有1200万名读者的韩国

创作歌手J.Fla。 据悉,jpla是韩国最早突破千万订阅

者的youtuber。

J.Fla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上传的歌曲视频,获得了

很高的人气。在还没开始YouTube的时候他就一直

从事作曲活动。他翻唱了外国歌手碧昂丝，,阿黛尔,

马龙5等歌曲,人气大增,不仅在韩国,在国外也拥有很

多订阅者。其中点击率最高的影响视频是2.2亿次的

‘shape of you’

J-Fla频道不断上传很多个歌手的翻唱歌曲视频。 

如果想听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新版本的话,去Jpla的频

道看看怎么样?

李师培-美妆 YouTuBer

化妆的过程能成为内容吗？在YouTube就可

以。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在YouTube上人气十

足的类别之一美妆系列的创始者李师培。李师培

频道是拥有220万名阅读者的人气频道。在开始

YouTube频道之前曾做过与化妆关联的工作。在

2015年开始个人直播。以活泼可爱的嗓音上传了有

关美容的影像视频。

在李师培的频道里,以季节为主题,化妆，或者是

著名艺人曾经做过的化妆,看起来和谁像相似的化妆,

以这样的时尚为主题拍摄影像视频。在化妆的影像

中,会详细介绍什么样的化妆品,如何使用,因此也可

以学到美容相关知识。当你厌倦了经常化妆的那个

风格，或者想尝试新的化妆方式时,那么不妨在李师

培频道学习一下自己想要的化妆方法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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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ZZ 吃客 YouTube

上传饮食视频的"吃客YouTube"也越来越多。即使我

不吃饭,也有很多人喜欢看吃东西很香的人录制的影像。 

在这样的吃客YouTuber中,有一位叫BANZZ。

 BANZZ是拥有32万名阅读者的人气创作者。在拍摄

《非洲TV》游戏电视节目后转到YouTube后开设了此频

道。 虽然在YouTube中有很多吃相不雅或者很不卫生的

视频，,但是因为BANZZ的干净画风和个人魅力赢得了很多

人的关注。

还有很多这样的餐厅，在餐厅里举办一些巨无霸胃口

王，还有王炸猪排等挑战活动。创作者 BANZZ他就把这样

的挑战视频录下来上传或者在上传一些吃大量食物的等多

样化的吃客影像。最近又上传了一些玩游戏的视频或者快

吃挑战和新产品尝鲜的影像。如果你想想看美食的视频,订

阅BANZZ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朴幕礼奶奶-日常生活YouTube

在youtube上上传视频的目录有很多。其中

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拍成影像上传到网上的"日常

YouTube"上，脑海中一下子就想到了朴幕礼奶奶。

以"韩国奶奶"为名开始的朴幕礼奶奶频道,在70岁以

后才才开始的YouTube，一度成为话题人物。朴奶

奶听到医生说要注意老年痴呆症的话,所以孙女提议

拍摄视频,由此开始了YouTube。影像拍摄和编辑等

全部由孙女金宥拉PD负责,影像的主人公是朴幕礼

奶奶。

视频《朴幕礼奶奶澳洲凯恩斯骂人旅行记》人

气爆棚,朴幕礼奶奶频道也开始走红。现在是拥有89

万阅读者的人气频道。以70多岁开始YouTube并获

得如此高人气这一点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17年

被外国杂志《VOGUE》介绍，2018年受谷歌的邀

请参加了谷歌的活动。2019年,在今年YouTube的

CEO苏珊(Susan Wojcicki)为了见朴幕礼奶奶来到

了韩国。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70多岁的yoububer.

最近朴幕礼奶奶的著作《朴幕礼,不能就这样死

去>> 已经出版了。即使年龄大了， 但是朴奶奶一

直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告诉我们可以开始新的挑

战，做想要做的事情。

在朴幕礼奶奶的频道,因为是日常YouTube频道,

所以会上传朴幕礼奶奶的日常生活,生活小贴士，,旅

行等视频。 通过妙语连珠的口才和亲切的形象上传

的欢乐视频,有很多，不妨重新订阅观看。

Cream Heroes 动物伴侣 YouTuber

最近大家对于动物伴侣的关注多了起来。所以为了迎

合这样的趋势，YouTube上上传了很多关于这样动物伴侣

的相关影像。这次给大家介绍的频道是 Cream Heroes。

这是一个以7只猫咪为主人公上传了众多视频的频道。在

Facebook 网页上开始的 Cream Heroes在2017年把活动

地点转移到了YouTube，在动物伴侣人气最高的这个频道

还出现了以猫咪卡通形象制作的包包，雨伞等商店。

视频中通过猫咪管家的解说开直播猫咪们的情况，主要

是角色剧还有猫咪们拍摄的视频。拥有250万名阅读者的这

个频道主要是播放一些猫咪们吃零食，去医院，给它们洗

澡等各种视频。饲养宠物时比较有用的信息或者推荐一些

好的猫咪用品，在宠物关联方面人气很高。想在假期与7只

可爱的猫咪一起度过的话请搜索‘Cream Heroes’吧。

女風時代  17



2019年

电影简介
 

上映日   2019.5.30      类型   电视剧

奉俊昊导演继《母亲》之后时隔10年以韩国电影《寄生虫》回归。 奉俊昊导演时隔10年

的韩国作品《寄生虫》将于5月30日起在剧场与观众见面。 无论何时都能打破传统观念的同时

还能够刺激观众的想象力的奉俊昊导演的全新家庭悲喜剧《寄生虫》,与宋康昊,李善均,赵汝贞,

崔宇植,朴素丹等演技派演员的变身和精彩表演完美合作，预感一部强大而清新的电影就要诞

生了。

『寄生虫』讲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基泽家"和"朴老板家"的故事。 宋康昊饰演的"基泽

"所带领的家庭全部是无业游民,而李善均饰演的"东益"所带领的家庭是生活富裕的家庭。 奉俊

昊导演通过看似相似却不同，看似不同又相似的两个家庭的故事,生动有趣地描绘了生活在现

代社会的我们的缩影。 电影讲述了无业游民"基泽"家的长子"基宇"在家人的期待中去朴老板家

面试高额课外老师时发生的故事。 宋康昊饰演的无业游民家庭的家长,接连事业失败让他觉得

即使计划了也不可能成功的想法度日，对于那些为固定收入而努力的孩子,他都毫不吝啬的赞

许和鼓励的他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无业爸爸的魅力。另外,朴素丹饰演无业游民家庭中最现实

的"奇静"。奇静美术大学落榜后虽然连课外补习费都没有，但是她比爸爸更加坚强和精炼，努

力维持固定收入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朴素丹说：“在制作《寄生虫》时,可以看到"思悼"时从

未见过的宋康昊前辈的样子。有时会产生错觉一样，真的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无业游民家族

的父女即将展现的充满现实感的合作,让期待感高涨。

《寄生虫》的预告片点击率已经一直上升趋势大众的期待感也在高涨。奉俊昊导演经常

讲述描述一家人的故事,传达他的感动和信息。因为是表现我们现实普遍面貌的电影,所以通过

观看和观察我们自己的样子。给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我,回顾一下,反省一下怎么样?

趙賢叙 社会福祉专业 2年级

寄生虫

上映日  2019.06.20      类型  纪录片

有花，有笑声，还有奶奶

各色各样的奶奶们,在没有安静日子的"分享之家",这个地方，她们愉快的生活着。从特别

喜欢唱歌的朴玉贤奶奶开始到自由奔放的姜一春奶奶，还有多才多艺的白春喜奶奶，见过这么

深情的奶奶们吗？经历了苦难和逆境之后,一起走过的温暖之路的李玉善奶奶今天又迎来了轻

轻摇动的花朵。

电影『曲折之路』在‘分享之家’2000年初开始 迄今 20多年拍摄的历史记录材料为题材

基础制作的纪录片。据悉此纪录片是以奶奶们的日常生活和包含"证言"的影像为基础进行剧本

制作。朴柱映  航空服务专业 4年级

曲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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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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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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