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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风时代』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女风时代』这次新来的记

者金辰娥。高中2年级开始到3年级毕业的时候我的第二语种选择了中文。

我对“中国”这个广阔的疆土上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和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中国的关心能够一直延续到大学，我觉得非常幸

运。学校生活把一个一个你关心的事放下，我差一点就要放下的东西，因

为通过『女风时代』又可以一直拥抱着它前行了。所以通过『女风时代』

书写我关心的报道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事。经常站在读者的立场一次再一次

的思考后行动。现在的『女风时代』虽然与之前的大框不同，我们将带着

更加有趣全新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以后请多多关照，今年寒冷的冬天，我

们会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谢!

金辰娥（航空服务系1）

『女风时代』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金有真。寒冷的冬天如期而

至，2019年渐行渐远。由我来编辑2019年最后一期的『女风时代』，为

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信息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全力以赴。通过写这

次杂志，了解了我们‘光州女子大学’的很多优点，还有以前关于学校不

知道的很多信息，由此更加深了对学校的感情。今年虽然很辛苦，但是也

有那么多好事伴随而来。其中一件就是写『女风时代』的事。感谢给我提

供这次机会的教授，还有要感谢跟我一起准备的辰娥，尽管第一次会有点

着急，也觉得不自然，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有趣有益的帮助。读者朋友

们，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意义非凡的年末，感谢大家的阅读！

金有真（航空服务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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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我是国际教育院院长金惠贞。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从9月2日入学，伴随着轻松愉快的校

园生活，大家已经在光州女大度过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我们学校举办

了大大小小的很多活动，感谢我校留学生与韩国学生积极的参与了活动

使得这些活动都圆满结束。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这学期我们也将要送别16名留学生，回顾在我

校度过的这些年，有失落，有得意，有烦恼，有欢乐…相信大家在这里

都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也希望大家所学到的知识能成为每个人未来

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祝愿，希望大家余生前程似

锦平安喜乐，万事胜意未来可期。

马上我们也要迎来124名新同学，在此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到光州女

大的大家庭，因为你们的加入，光州女大变的更加年轻，更加充满活力

和朝气。希望大家能在光州女大度过愉快的校园生活。

至此

 2019年 12月 12日

国际教育院院长  金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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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M教育院是11月2日（星期六）18点30分在大学本部1楼的国际会议场和草坪广场举行

了地区社会连接 MAUM活动‘和光州市民一起度过的冥想之夜’。这次活动由韩国冥想学会和共

同主馆举行，由冥想公演，冥想讨论，月光冥想而进行的。冥想公演活动有诗朗诵 ，钢琴演奏，

国乐等丰富多彩的公演组合，地区居民们和大学构成员们一起唱歌，度过了愉快的时间。在草坪

广场上进行的月光冥想，有一位参加的居民说：在深秋的顶峰，在美丽的校园里，通过月光冥

想，平静地能够有回头看看自己的时间真的是特别幸福的时刻”。

心灵教育院的金元东组长说：“今后通过加强与地区社会的网络体系，为实现大学的责任感而努力，让更多的居民一起参

加，寻找心灵的健康，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幸福感和娱乐感的时间要推行多样化的项目”。我们的大学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的MAUM教育为先导的大学”为蓝图进行的特别的心灵教育。通过照顾心灵的过程，通过完全的自我理解以及肯定的接受，

提高幸福感，然后把价值分享给地区社会，目标是培养有贡献的真正的女性领导人。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从2017年开始在多方

面进行着地区社区联系活动。

MAUM教育院 ‘和光州市民一起度过的冥想之夜’

校园新闻 



学生处10月31日（星期四）下午5点钟在大学本

部前面的草坪广场上举行了秋天松崗文化节“10月的

最后一夜”，活动圆满结束。此次活动将扩大和发展

此前在媒体中心进行的鱼灯广播庆典。总学生会为了

秋季庆典活动做了新企划万圣节派对。结束了期中考

试，为了辛苦准备考试的大学成员们度过愉快的时

间也给大学生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当天活动准备

了多样化的食物，设立了可以品尝的美食区和万圣

节的化妆工作室（美容科学系）和拍照区（室内设计

系），还有大学就业中心等。1365自愿服务协业中心

为了进行项目宣传也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展位。和绿色

雨伞财团一起进行的 第1部活动是通过让心灵净化和

通过安慰的治愈的平台由光州广域市北区杨山洞‘世

代共感’合唱团，儿童音乐剧组‘起亚挑战’，光州

广域市南区儿童陶笛组合‘艺乡’，无伴奏合唱组合

乐队‘EXIT’等全部热情演出。

总学生会主馆的第2部活动是为结束期中考试，

备战考试而辛苦的学生们准备的专长表演和万圣节派

对，不仅仅是我们的大学生可以参加，临近的大学学

校的学生和居民们也可以一起参加的全部融为一体的

非常有深意的时间。

李善宰校长发表了讲话说：“学生们暂时从学业

的负担中走出来，宣泄青春，留下美好的回忆。大

学活动现在已经扩大为地区活动，大学和地区社团

一起享受和谐的新型文化活动并且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着”，还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秋天的松江文化

节是一次新的尝试，今后更加要通过多种内容打造沟

通与和谐的平台”。

绿色雨伞儿童财团的金恩英光州

全南本部长和文化共同体代表金惠日

于10月31日（星期四）来访本校并且

与李善宰校长欢快交谈。绿色雨伞儿

童财团是1948年成立的，在国内外为

了儿童福利而实行的事业，它每年直间接帮助100多万儿童的国际性

儿童保护代表机构，文化共同体组合是于2008年成立的，专业从事

文化艺术教育的团体，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对音乐，美术等多样

的艺术形式进行教育。

由绿色雨伞儿童财团作为后援赞助，文化共同体联合企划的儿童

音乐剧组“起亚挑战”在我们大学媒体中心举行的第20届鱼等广播庆

典，‘与邻居一起分享心灵音乐会’中亮相，受到在校生和教职员工的

欢迎。金恩英本部长表示我们大学正在开发文化艺术内容项目并进行教

育，不吝啬支援，邀请弱势群体的小朋友，回报我们大学的教育哲学实

现心灵分享并授予感谢牌。金惠日代表希望今后为开发能够代表光州，

全南地区性的文化内容项目，继续积极提供教育支援，合作及持续交

流。李善宰校长发表了感想说：“通过文化艺术，让我们大家以心灵分

享的方式，向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传递梦想和希望而努力”。

国际教育院于11月20日（星期

三）在大学本部的国际会议场举行了

以本校的在校生为对象，为了提高外

语能力的‘2019 外语口语竞赛’和国

内学生和留学生一起的‘全球友好文

化节’活动。本次活动是大学革新支

援事业的一部分，今年首次实施，国

内学生和留学生一起大约60多人参加

了上午的‘2019 外语口语竞赛’和下

午的‘全球友好文化节’。

在‘2019 外语口语竞赛’中 雨静（美容科学系4年级），姜智

媛（航空学科系3年级），还有在‘全球友好文化节’中 漂亮腰带

(5)组，爱（5组）各获1等奖（50万元），2等奖 （40万元）奖金。

另外，参加者也享受到了获奖的喜悦。参加活动的Nguyen Thi Thu 

Thao （服务经营学科2年级）说：“和外国学生一起跳舞，一边沟

通，成为彼此亲近的好机会，这将成为非常愉快的回忆”，还说：

“明年还有参与文化节的想法”。依据国际教育院一位相关人士说：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它成为更多的学生提高外语能力的一个契

机”，并且说：“更进一步的，我们不仅仅我们语言圈和其他学生进

行语言交流，也希望通过文化分享，帮助留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绿色雨伞儿童财团，给李善宰总长 颁发 

感谢牌

国际教育院，

第20届  魚登广播庆典 以及举行 

Halloween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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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系，举行第20届学术节

“WE ARE ONE”
社会福利系于11月7日（星

期四）13点在大学本部1楼国

际会议场举行了第20届以“WE 

ARE ONE”，〈高丽人的过去

和现在以及将来〉为主题的学

术会。此次学术节邀请了高丽人村洪仁和理事长，听取移居到

韩国和生活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法律·经济困难的危机生活的

邀请讲座。以1,2年级的学生为中心，按照高丽人的过去-现在-

将来问题和各种解决方案的6条发表和UCC的视频发表顺序进

行。接着还同时进行了社会福利师伦理纲领和社会“福利师宣

誓仪式”，决心为作为预备社会福利师的伦理实践和力量强化

继续努力。总管学术课题的学生会长李贤娥（3）表示：“通

过理解与我们大学附近的高丽人的生活，我决定永远站在被疏

远，受苦的人们一边，带头维护他们的人权和权益”。社会福

利系系主任表示：“2008年我们大学社会福利系研究生院首

次与高丽人村一起举行的义卖活动CAR BOOTS 是缘分，学院

的多文化社团学生们的志愿活动持续进行。”还说“以此为基

础，现在需要对高丽人村的学术研究和社会福利实践方案等进

行多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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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系，2019年度开展农村

房改志愿服务活动
室内设计系志愿服务

社团About ID从6月29日到

7月7日在全南长兴郡安阳面

一带进行了为期9天8夜的

“2019农村房改大学生志愿

活动”，共有7户（民宅6户，村庄敬老堂1户），今年第

7年（和长兴郡是第5年）的社团服务活动是由农林畜产食

品部主办的公费（3000万韩币）多顺福利财团，韩国农村

建筑学会主办的学科指导教授和1-3年级组成的在校生（21

名），由行政处设备组的工作人员们的才能捐赠活动组

成。此前已对超过30多户农户住宅进行了居住环境改善，

还有，此次项目实施后进行的成果报告会上被评为优秀事

例。包括韩国农渔村公社社长表彰在内，全罗南道道志士

等共8人获得了奖项。金洪培教授说：“每年实现的“农村

房改服务活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参与服务，成为大学献

给地区社会的专业才能”，还说“作为现场体验学习的有

用机会，提高参与学生们的专业热情，反映在日后就业方

面具有竞争力的履历事项”。

美容科学系于11月12日

（星期二）在大学本部1楼国际

会议场举行“Job,来吧！”。

“Job,来吧！”就业博览会是

2019学年度就业力量强化计划

的一环，旨在强化我们大学在校生的就业竞争力.这天的活动与

美容相关联的12个业体的代表以及院长,科长,室长等业内人士

大举参与,对三四年级的学生们采取现场面试以及录用,以在校

生为对象的一对一的就业职务提升,现场基础价值服务以及接客

服务.并且进行了各美容领域体验现场活动.同时以“适合消费

者趋势的美容产业现状的变化”为主题，邀请了李美芬（韩国

化妆品 商谈专家）专家进行了特讲。以理查德 Fairshop负责人

为首的各产业界代表进行了企业介绍和就业就业方向讲座，最

后通过幸运劵抽奖活动，为学生们营造了热烈的氛围。美容科

学系的学科长说：“通过这次就业博览会，对于在校生们来说

能够听到多样化的现场心声和就业现状，是一次强化就业竞争

力的博览会”，并且“希望这次对于公司也能够选拔到优秀人

才，期待以此成为双向双赢的有益时间”。

美容科学系，举行 2019年 美容就

业博览会“Job,来吧！”

警察法学系于11月13

日（星期三）以2学年的在

校生为对象参观并见习了位

于木浦的西海地方警察厅海

洋特工队的现场。参加的学

生通过这次现场体验海洋警察的任务以及海上模拟演习，

体验学习了海岸警备情况室，测谎仪，海上防治教育等任

务。访问了海洋特攻队，学习并实习了特攻队员们的建筑

物拼写示范以及心肺复苏术。试乘守护西海的舰艇1508舰

（1500吨），参观了操舵室和快艇等，还看到了管制中国

渔船的装备。亲自登上了守护海洋的海洋警备艇。警察法

学系的学科长表示：“对于以女警官为目标，正在培养梦

想的在校生来说，不仅是守护陆地警察，还亲眼看到了守

护海洋的海洋警察们所执行的业务，通过亲眼体验，成为

学生们对海洋的了解的一个契机。”

警察法学系，西海地方海洋警察厅

海洋特工队实施现场见习



2 0 世 纪 以 后 , 古 典 音 乐 中 "  A 

Cappella "的概念仍然被用来表示"无

伴奏合唱音乐"。不过到了16世纪研究

巴洛克时代的公演的当今古典演奏家

们,会重温过去的传统,而且会在合唱演

出中使用乐器。但是大众音乐领域的

清唱从20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多样化

的发展。1909年在美国诞生了像耶鲁

•韦芬普夫斯(The Yale Whiffenpofs)

一样的演唱组合,产生了"无伴奏合唱

（Barbershop）"风格，1927年应用

美国模式,在德国成立了"喜剧演员"组

合。上世纪50年代,无伴奏合唱音乐

引入"合声重唱"(Doo Wop),受到大众

欢迎。"The King'sSingers"或"真人组合

(The Real Group)",甚至还有韩国偶像

组合"东方神起"等都跟无伴奏合唱连

接在一起而登场。因为以"无伴奏"或"

最少乐器伴奏"组成和声演唱的大众主

唱的音乐也被称为"亞卡貝拉(无伴奏

合唱乐,清唱）"。

而当今大众音乐的无伴奏合唱

已经不仅仅是合唱的概念了，而是

意味着由4-6人构成的集体重唱。随

着大众音乐领域的

扩 张 , 用 无 伴 奏 合

唱进行音乐活动的

组合也逐渐增多。

相 对 男 性 无 伴 奏

合唱组合（TAKE6, 

R o c k a p p e l l a , 

Naturally7）和混

合组合(Swingle Singers, Pentatonix, 

The Idea ofNorth, Rajaton 等)的压

倒式比例来看，女性无伴奏合唱组合

(Aquabella, Mediz, Niniwe 等)等显得

尤为少见。这些无伴奏合唱组合将流

行歌曲中有名的歌曲编成无伴奏的版

本演唱。伴随着音响设备的发展，并

与之吻合，创作了将无伴奏合唱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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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卡貝拉(无伴奏合唱乐,清唱）就是没有乐器用纯自然嗓音和音而唱的音乐,或者是类似那样的

唱法.“Cappella”是意大利语“教会”的意思。“A Cappella”的书面意思是用“用教会”的形

式，源自中世纪教会，那时大多是没有伴奏的合唱,称为无伴奏合唱。

金惠日



效果最大化的新曲和新的和音。虽然

也有组合成员各自以相似的比重分别

消化文本和旋律的情况,但是有时也会

以一人或两人担任主唱,其他成员以"叮

当~,叮当~"的方式加入合唱的情况也

很多。每个声音都发出特定的乐器声

音,特别是鼓声的声音特别引人注目。

概括起来说的话，‘无伴奏合唱’经

历了是16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

化。不管怎么说，就是没有乐器伴奏

或者是用最少的乐器 总之,从大的方面

来看,它指的是没有乐器伴奏或带有最

少伴奏的重唱或合唱音乐。

这世界流传的声音中最美的声音

就是人的声音”。

The Solists组合不仅在韩国的演出

艺术界著名,在海外的能力也得到了认

可。由男声最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

低音等6名组成的幻想的口音,演绎出

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大音乐领域。消化

女性音域的美声的境界让人无法相信

这是人的声音，说是由低音贝司创造

出的幻想性的口音，由管弦乐队打造

出来的声音也不为过。

“没有唱不了的音乐”。

"The Solists"他们表现出来的各种

声音,广泛的用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音乐。用无伴奏合声演奏所有音乐的

"The Solits"组合，从小号中的,贝司,架

子鼓声音和鼓和牙筝等国乐器的声音,

都能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描述各种乐器

的声音并进行演奏,其技巧是别入无

法效仿的。他们在舞台上带来的节目

不仅包括弦乐4重奏曲,交响曲,歌剧等

古典音乐,还扩大到传统民谣,歌谣,爵

士乐,流行乐等伴奏为基本的现代音

乐。特别是在韩国可以说是古典无伴

奏演出独一无二的组合。没有歌词的

古典演奏曲《威廉特序曲》等是"The 

Solists"独一无二的保留曲目。“创团

以后持续21年的无伴奏合唱组合”。

1992年成立无伴奏合唱组合的

"The Solists"是韩国最早开始不为人知

的"无伴奏合唱A Cappella",今年已经

是出道22周年了。他们以古典音乐为

基础,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由"Solists"

组合编成的多种体裁音乐,通过古典音

乐和爵士乐等保留曲目,从很久以前开

始就受到了众多钢琴爱好者的喜爱。

特别是队长金财右(音)为了完成国乐

《无伴奏合唱》,前往珍岛,接受名唱

们的指导,学习并熟悉真正的国乐发声,

成为韩国第一个在无伴奏合唱国乐的

传奇人物。凭借这种努力的结果,The 

Solists组合获得了能够与韩国最棒的歌

唱家张思翼先生一起参加全国巡演的

荣耀。作为音乐人张思翼(音)先生的

舞台,他正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其中,为观

众献上丰盛的和声。6个给我们听的

美妙的和声,是充满了力量又深刻的篇

章，与张思翼老师的声音相融合,演奏

出无与伦比的美妙的音乐。

在海外也同样得到认可的本土

无伴奏合唱组合(The Solists)在美国，

澳洲等很多海外国家演出，在海外也

得到认可的本土无伴奏合唱组合The 

Solists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进行了多

样的海外演出,是名副其实的韩国第一

个无伴奏合唱组合,在国内也展开了活

跃的演出活动。他们坚持每个月进行1

次的"100演唱会"作为The Solists的单独

公演,很好地完成了确保自己的演出内

容的过程。特别是在"100演唱会"上,通

过与张弼順等多种普通音乐人的合作,

努力摆脱无伴奏合唱音乐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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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包括从陆地流入海洋的废物和被遗弃在海洋

中的垃圾,一般只指固体形式的废物。根据分布位置,海洋垃

圾可分为海滩/海岸垃圾,浮游垃圾(漂浮在海水面附近的垃

圾),海底/沉积垃圾(沉入海底的垃圾)等。海洋垃圾是随着陆

地上的垃圾通过河流流入大海而产生的,特别是雨季暴雨或

台风发生时,流入海洋的垃圾数量会增加。另外,访问海边的

避暑客扔到海水浴场的垃圾被海浪或风卷进海里,此外船上

扔的垃圾也占据了海洋垃圾的很大一部分。

但是,这种海洋垃圾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态环境。据悉,

被遗弃在海里的鱼网或桶钵中,无意中被生物绊死的幽灵渔

业(Ghost fishing)问题尤为严重,每年有100万只海鸟,鲸鱼,

海豹,海牛等需要保护的海洋哺乳动物多达10万只被海洋垃

圾绊死(UNEP),特别是塑料袋,塑料片,泡沫塑料等,会堆积在

海洋生物的胃肠上,给与饱腹感,因此生物不会吃东西,所以

会慢慢死去。我认为这种海洋垃圾引起的海洋生态系统问

题要纳入国家层面的制度/技术努力加以解决。

第一,要替代现有的塑料.以2018年10月为基准,海洋垃

圾的种类是香烟头为2,412,151个位居第一,接下来是食物包

装袋173743个,塑料瓶子1569135个各占据第二和第三位.韩

国根据《回收利用法》,从2018年8月1日起,在注册为咖啡

店等食品接待业的卖场内发现使用一次性杯子的情况,将对

经营者处以最少200万韩元至最高500万韩元的罚款。我们

在雨天进室内时,为了防止雨伞的雨水所用的塑料,现在也不

再在大部分场所提供,便利店和超市免费提供的信封,现在开

始有偿出售。

尽管国家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根据上面的调查结果,第一

位是烟头,第二位是食品包装纸,第三位是塑料瓶,目前没有

任何法律限制的领域里的塑料正在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因

此,国家应引导消费者使用从玉米,甘蔗和海带等生物中提取

的物质制成的生分解性生物塑料,以替代烟草,食物包装纸和

塑料瓶中使用的现有塑料。

第二,制定塑料用量的实际政策,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均年

海之死，一直关注到何时？
金辰娥

海洋垃圾的危害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03131

海洋垃圾的危害

https://m.chosun.com/svc/article.html?sna

me=biz&contid=2018101500141#Redyho

塑料垃圾处理方法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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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海洋垃圾?

https://news.sbs.co.kr/news/endPage.do?news_

id=N1005493335

塑料使用量是132.7公斤位居世界首位.超量使用的塑料垃圾

在本国得不到100%的处理而转向其他国家“出口垃圾”,过

去往中国出口的垃圾很多,从2018年初开始,随着中国宣布分

阶段停止进口废弃物的方针,原本运往中国的垃圾正在出口

东南亚国家。尽管国家无力承担大量塑料垃圾,但继续制造

塑料垃圾,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消费者通过减少塑料制品消费来促进企业使用

替代原料的说法是矛盾的。海洋垃圾的1.2.3位分别是烟头,

食物包装袋,塑料瓶子.这些都是在市面上卖得很多的商品,

想要找不是塑料的商品都很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减少消

费者的消费吗?现在消费者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认为这个

问题不是企业而是国家有必要介入进来了。国家应该强制

企业使用可降解的生物塑料,从而创造消费者可以放弃塑料

制品的情况。

第三,需要国家提供金钱/技术支持,以分解现有的塑

料。今后固然重要,但是要解决已经发生的海洋垃圾问题也

很重要。现在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发现"蜜蜂扇明蛾"在肠内

可以分解塑料。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利用这项技术就可

以开发出一种将微小塑料化学分解成完全无害物质的技术

了。为了使这种研究能够持续,更快地得出研究结果,需要国

家对相关研究人员的广泛支援。还有,研究人员应该不断地

在分解现有的塑料制品上做出努力,创造另一个能够代替生

物降解性塑料的环保产品。

上述技术与我所主张的替代原料生物降解塑料大众化

时,将带来什么问题谁都无法预测。但是每年800万吨的塑

料垃圾将进入海洋,因为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已经亮起了红

灯.我认为,与其对未来袖手旁观,不如明智地对待现在可以

做的事情。如果国家和国民为了减少海洋垃圾而出面,那么

目前的问题就能够像过去那样无大碍地得到解决。海洋垃

圾,其中最大的麻烦是塑料正在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但是如

果国家层面的持续多样的尝试能够引起企业和国民的反应,

那么虽然缓慢,但可以肯定,一定会战胜困难。 

垃圾 量的 依据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03131

https://www.sciencet imes.co.kr/?news=%EC%A7%80%EA%B5%AC-

%EC%98%A8%EB%82%9C%ED%99%94-%EB%B0%94%EB%8B%A4%EB%A1%9C%EB%B6

%80%ED%84%B0-%EC%8B%9C%EC%9E%91%EB%90%90%EB%8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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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吗? 光州女子大学?
留学生讲述的光州女子大学的真相!

 现在光州女子大学里有来自中国,越南,蒙古等很

多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她们在光州女子大学的国际

教育院(针对在校生的国际化和留学生的学习给与帮

助的机构)通过学习韩国语课程来提高韩国语能力。

还有,学习适合自己专业。深化学习专业知识技术.另

外,通过所学的韩国语直接实习来培养自己的实力.那么接

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留学生是看到我们光州女子大学的哪些优点而选择的呢。

还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优点。国际教育院有很多专门为留学生准备

的项目,最近举行了外语口语大赛,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培养创造力和专业

能力为目标来进行的竞赛。留学生可以用英文或韩语演讲,从第1名到第

5名共给10个人颁发了奖金。在举行大赛的同时,还举办了在校生和留学

生可以一起参加的庆典,可以一起愉快地互动。除此之外,因为是女子大

学,除了男留学生,没有男学生,所以很方便。多样化的节目和有助于未来

的课程,好吃的学生食堂等多种优点。

金有眞

光州女子大学有自己想要的专业.
特别地 调查结果显示,光州女子大学美容科学系非

常有名,想学习化妆方法或发型的学生很多。还有,美容

科学系开设了"2019年面向海外美

容从业者的美容学院",运营了

特色美容教育项目。

以航空服务专业为例, 以

高就业率著称, 有优秀的教授授

课,还有,在航空公司的演讲和多项活

动准备就绪,有利于激励大家,与航空有关的实习室齐全,

可以积累现场实务知识。

学费便宜
韩国的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都很昂贵,但

是光州女子大学的学费比其他的私立学校要

便宜。所以学生们稍微觉得负担小一点.而且

还拥有好学校的学习系统。

有很多奖学金的优惠
新生入学时确认TOPIK成绩后发放奖学

金,在校生根据成绩发放奖学金。

老师热情,亲切,有趣
教韩国语的老师很亲切,而且会一个一

个讲解,,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老师会等

着我们,所以不用着急,可以跟得上。专业老

师会多给学生一些感悟, 而且实地去现场宣

讲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位前辈说:"听教授的

话,取得了好的结果。"正如前辈所说,光州女

子大学教授真的很有帮助。

光州女子大学是第一位的学校
光州女子大学在2011年至2018

年4年制女子大学中就业率居首位。

 

根据留学生调查问卷结

果,总结了5个理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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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24个节气中第22个节气，也是一年中夜晚最长

的一天。中国和韩国历来把冬至视为冬季大节日之一。先

来说一下韩国，以冬至夜晚为长短为由,认为冬至是一年中

阴气最强的一天。据说，古时候韩国人说:"鬼讨厌红豆。"人

们都相信"红豆红,是阳色,对驱鬼有效。"然后根据这个俗语,在

家里各处放置红豆粥,或者人进出的大门或者大门附近的墙都

洒上红豆粥赶走鬼够祈祷接下来的一年会有好运。

 

因为上面的说的理由红豆粥成了韩国的代表冬至的食物。做红

豆粥的方法很简单。把红豆煮成粥后用糯米做成团子后放在一起煮

就可以了。因为团子像鸟蛋一样大小，所以也叫“鸟蛋心”。鸟蛋

心一个代表一岁的意思，韩国的冬至这一天，为了快点成为大人，

孩子们都吃很多鸟蛋点。还有，韩国有冬至符咒驱邪,用蛇"蛇"字贴

墙或柱子不让蛇入内的习惯。还有冬至那天也是天气暖的话，下一

年会有疾病要死很多人，下雪的话天气冷的话预示下一年会有大丰

收的征兆。

 

中国的冬至与韩国的冬至驱鬼不同。与驱鬼相比中国的饮食文

化更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冬至代表食物饺子和游戏九九消寒图。

首先，与人的耳朵比较像的中国式饺子。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生活

的人们吃饺子多一些。中国的南北方温差比较严重。即使同样是冬

天，中国北方的温度也要比南方的温度低很多，就像耳朵都要冻掉

下来一样。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着，在中国有：“冬至不吃饺子耳

朵会掉下来”的传说。

 

与在韩国冬至几乎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游戏相比，中国有一个代

表性的游戏。中国的代表性游戏是九九消寒图。从冬至那天开始，

每9天为一个单位到数到第9个单位的时候寒冷退去春意随之而来的

游戏。画81个小圆圈或者在梅花枝上画9朵花瓣，每天在一个花瓣

上画一个颜色就是游戏的方法。中国的冬至面貌和韩国比较，两个

国家都是在寒冷的冬天为了积极度过而努力的。现在稍微再过一段

时间就是冬至了，让我们看看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怎么样？ 

韩国和中国的冬至分析
金辰娥

<照片来源>

韩国的冬至文化 

http://news.zum.com/articles/27461895

中国的饺子

http://m.newspim.com/news/view/20180124000082

中国的九九消图 

http://korean.people.com.cn/74090/15636368.html



这次要介绍的韩国饭店是中国和韩国相结合的羊肉串饭店。位于光州广域

市光山区尖端的〈夜上海〉。饭店的名字〈夜上海〉中,'夜'是晚上,'上海'是根据

一个城市名称而来。今年初开始营业的.还有,这个饭店是由老板,老板的丈夫和

老板的妹妹一起经营的。可能是因为如此,所以彼此之间搭配得特别好,而且饭

店整体给人的感觉特备温暖.还有,进去的时候,没有羊肉串那种特别的味道,也没

有那些调味料的味道,一点负担都没有。饭店内部感觉有一种从中国来的感觉,

用红色的吊绳做的室内装饰,这也是〈夜上海〉其中的一个魅力所在.根据老板

的推荐,点了各不相同味道的菜肴。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道菜是招牌菜羊肉串,10串是1万,在准备好的火炉上面全部放上面就可

以了。在这里核心是火炉,不用人工转动,放在机器缝隙之间均匀受热烤熟。都

熟了的羊肉串不会烤糊,可以放在火炉上面的支架上。这个烤肉串的机器是在韩

国发明的现在创始人已经往中国出口了,就像这样感觉人们的智慧的时候,就是

看到制作了和食物有关的机器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羊肉串会散发出特有的腥

味,所以很担心,但当这家店吃到一口羊肉串时,却一点腥味都没有。还有,不油腻

的肉质和越嚼越香的香甜,使味道更加丰富。一起给搭配的香辣料"紫兰"其实与

韩国拉面汤的味道差不多,但是和羊肉串一起吃的时候,不是拉面汤的特有味道,

真是幻想中的一对。这个《夜上海》的有魅力之处在于, 提供叉子,为不易脱落

的羊肉串而准备的,所以吃起来轻松,让人印象深刻。初次入门羊肉串而变得讨

厌的人,怀念故乡味道的中国人也推荐来这里。

㢸♳涸⚺➂繘聘⚮ 金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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㔓⚹➊⛍䟝銲䒓涸鵯⚠껎䏄ャ
原来就喜欢研究关于料理方面的东西。觉得应给没问题第二天就直接决定了。因为我没

有学习关于料理方面的知识，所以就雇佣了厨房长。我们一起准备的。

㔓⚹➊⛍Ⲥ㢊✪鵯⛍㢳涸猫碪涸肮ャ
中国料理原来就是很多的。而且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料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

为韩国的顾客们准备了适合韩国口味的菜肴。

Ⲥ㢊껎䏄涸鵂玏⚥剣ㆬ❈僽嫰鳅䗰瘻ⴢ涸ャ
别的饭店在准备羊肉串的时候都是用机器来做，那样的羊肉串看起来会觉得好看，但是

味道不好，所以我们都是手工穿串的。

ゐ霹僽䎃ⴱ䒓⚌涸⛍㖈䒓㨣⨞涸傞⦪䠬錣剑稠涸♧挿僽➊⛍ャ
刚开始真的有很多辛苦。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开业，以后开始一个一个的准备，然后

再添加好的，去掉不受欢迎的。所以现在菜单也减少了而很多。

痥♧勻涸䱿虚➊⛍ャ
第一次来的话推荐吃羊肉串，还有锅包肉是不用推荐大家也都自己点的菜。还有麻辣

烫，最近因为它很流行很多人都主动找它，火锅有2种味道可以品尝所以也推荐大家尝尝。

〳⟃귫に
太远的话不能送餐。中国的料理如果包装后食感就不好了。直接吃是味道最好的。这附

近中高学生很多，所以主要就是这附近可以送餐。

鵗蠒滠鵯呋♧㹺껎䏄僽♶僽䖍㥨䖍⯍㹉
我自己做的菜，顾客说非常好吃的时候，心情很好，很充实。

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菜是糖醋肉也叫锅包肉。与韩国吃法不同的是需要先剪断后

再吃。韩国的糖醋肉是把猪肉切后需要过油炸,但是锅包肉是用肉片炸所以吃的时候要

剪一下。还有,油炸表面看的话,韩国的 大概有99%的都是表面很脆的,但是锅包肉是表面

用糯米糖醋肉的感觉味道更鲜明一些。反而觉得更有嚼头。那个汤汁的情况就是比糖醋

肉酸甜的感觉更加强烈。因为在别的中国餐馆吃糯米糖醋肉的时候，因为剪了后那个肉

段表层的面对脱落觉得很遗憾。但是《夜上海》家的这个锅包肉弥补了我的这种遗憾,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要给加分的。

第三道才是用刺鼻味道的辣味道和香香的花生做的让人中毒的一道菜，香辣大虾。

“香辣”是一种调味汁,与红花椒种类,即胡椒类相似,是很刺激的辣椒那样的中国调味

品。麻辣调味汁和大虾一起炒完后，那个大虾的外壳也可以直接食用。麻辣大虾用那个

铁锹一样的餐具装着，看起来很有意思，接下来就是嘴的口福了。虽然不推荐给那些不

能吃辣的或者不能吃外壳的人，但是对于我这样辣智（不能吃辣的孩子的缩写用语）来

说我能够很愉快的吃下。外壳很香脆，还有，大虾的香味留存很久。想要做新的挑战的

人群推荐你吃这个麻辣大虾。

 

就像这样,以老板为首的餐厅员

工们,对一道菜也做了大量的研

究,并且用心良苦。在韩国也可

以品尝到的中国菜肴。还有中

国的感觉也特别好。就像〈夜

上海〉的名字一样，夜晚在上

海与羊肉串一起来个约会怎么

样？不可以的话，那么访问一

下在韩国能够营造如此氛围的

〈夜上海〉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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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江原道的<华川山川

鱼庆典>。冰天雪地照亮了这里的

寒冬。华川郡以干净的自然环境著

称,因此适合举办这一庆典。活动将

于2020年1月4日至26日举行,每年

冬季,因为寒冷而结冻的30多厘米的华天川上,游客可以穿冰窟窿,钓山

川鱼,进行冰上钓鱼。另外,还有"徒手抓",可以近距离体验生态界,别具

一格。还有，因为直接捕捞的山川鱼可以当场切生鱼片,烤鱼,炖鱼等

直接食用,所以会让人更加印象深刻。告诉我一个小贴士,在附近住宿

的话,山川鱼庆典是免费的,事先最好了解一下。

 寒冷的冬天，你想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经验吗？想用别样的旅行留下回忆吗?那么,我们推荐韩国独有

的冬季庆典。从冰钓到灯光庆典， 忘掉寒冷,不知时间流逝的庆典现场。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三个。金有真

㣓ꅽ涸䎧Ⱙ  刿⸇䘯⛙涸㕂

第二次是忠清南道的"七甲山

冰喷泉庆典"。被称为韩国名山的

七甲山被称为忠清南道的阿尔卑斯

山。位于七甲山下的阿尔卑斯村地

理条件优越,，经常举办各种庆典

和活动。该庆典从2019年12月21

日开始,到2020年2月16日结束,由

村民主导,因此,美食,看点,游乐街都

能看到当地居民的色彩。走进去的

话,就像冰喷泉庆典一样,一入场就

能看到用冰块做成的冰屋,这里有

童话世界里朋友的雕塑,也被称为"

七甲山冰雪奇缘"。特别是晚上,由

于有各种颜色的灯光,人们可以看

到更加绚丽的冰雕,因此,可以让我

们的眼睛大饱眼福。韩国有一个谚

语说“金刚山也是饭后的景致”，

意思是‘再有意思的事情也有吃饱

后才有兴致去做’。所以这个庆典

就是晚上在栗子树下体验饮食，有

烤地瓜，长条糕（韩国式尝尝的打

糕）等吃饱肚子享受庆典。

最后是釜山的<圣诞文化庆典

>。该庆典从2019年11月15日开始

到2020年1月5日结束,从2009年开

始到今年已经迎来第11届了。圣诞

树节的美丽,形形色色的光亮把街道装扮得绚丽多彩,好看的拍照区也

很多，还有如文化节这个名字般优美的和谐之歌,让市民心潮澎湃。

另外，还有主持人主持,引导市民,和游客积极参与，还有很多奖品。

同时,釜山也被称为"第二个首都圈"。如果去釜山的话,推荐去海云台

海水浴场,广安里海水浴场,多大浦海水浴场或影岛(岛)。为什么推荐

给大家呢，因为靠近大海的餐厅或咖啡厅能让人赏心悦目,影岛被称

为韩国的圣托里尼,不仅景色优美,而且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任

时完住过的家也出来了。路边公演照片 https://korean.visitkorea.or.kr/detail/fes_detail.

do?cotid=f33e61ab-a273-4bef-895a-4a552c2b7c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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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钓鱼照片 https://korean.visitkorea.or.kr/detail/fes_detail.do?cotid=055d530e-b36f-4714-9292-0 

2a75fe47b76 徒手抓照片 http://www.jjan.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45975

宝露露雪人 照片https://korean.visitkorea.or.kr/detail/

fes_detail.do?cotid=6a3ac6e3-1888-4506-8a98 

-f1b02a50cced



第一个就是〈7号房间的礼物〉。这部电影是以"父女关系"为焦点

制作的韩国冬季电影。电影从最恶劣的凶犯聚集的监狱7号房间开始。

有一天，这间房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个男人就是精神年龄只有6岁

的女儿傻瓜柳承龙。一辈子都是只有犯罪的7号房间的人手中的任务就

是把刘承龙的女儿葛素媛带到一个绝对不允许外人出入的监狱。那么

这个任务能否成功呢？寒冷的冬天,想感受温暖亲情的人们,希望能接触

感受一下这部电影。

 

第二个推荐的是电影〈BEAUTY INSIDE〉内在美。这部电影是以浪

漫为焦点制作的,第一次上映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眼球和注意。电影的

内容是每天睡醒后变成不同模样的男主人公和爱着这样的男主人公虽

然很累但是不能放下他的女主人公韩孝珠的故事。电影之所以会吸引

人们的关注,是因为电影中,男主角的特性,为男主角准备的演员多达21

名。据说,男主人公的剧本中甚至出现了"男主人公1","男主人公2"这样的

字眼。好奇特别设定的罗曼史,看这部电影怎么样?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电影是〈雪国列车〉。该片是由凭借影

片《寄生虫》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的奉俊昊导演制作的电

影。该片的背景是新的冰河期,雪国17年,是人类最后生存的地区——雪

国列车内。豪华上流层的前厢和寒冷,饥饿的贫民层的后厢，火车开跑

17年, 讲述了末节车厢里人们走向解放的暴动故事。如果想知道他们手

发抖的故事,推荐躺在被窝里舒服地观看。

 

<照片来源>

https://movie.daum.net/moviedb/main?movieId=71487, http://www.cine21.com/news/view/?mag_id=72449

https://movie.daum.net/moviedb/main?movieId=89204, http://www.cine21.com/news/view/?mag_id=80979

https://movie.daum.net/moviedb/main?movieId=42238, http://www.cine21.com/news/view/?mag_id=90769

 

韩国表现的"冬季电影"
金辰娥

 根据制作人的想法和理念即使一种题材也会包含很多的内容这就是

“电影”。电影就是通过利用立体的视觉画质和丰富的音质效果给大众

以感动或者提高警惕性的效果。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人来让你推荐一下与

冬天相关连的电影的话，你要推荐什么呢？要是我的话，我就推荐以下3

部电影。



Youtuber 博主推荐的韩国品牌化妆品    K美妆
  最近YouTube已经成为最佳的营销平台了。YouTube上游戏,书籍,宠物等多种领域的YouTube们络绎不绝。在她们当中，

我想介绍一下他们又名"Beauty youtube"。李思杯，PONY,SSIN等有很多 Youtuber博主，她们都拥有100万以上的粉丝，她们

的共同点有两个。一个是她们都是韩国人，另外一个是她们都是上传了很多艺人用的遮瑕美妆视频。她们考虑到亚洲人皮肤色

然后推荐嘴漂亮的口红颜色和粉底等。然后通过艺人的遮瑕妆容,告诉大家从画面中看到的相关艺人的化妆品以及彩妆颜色。因

为使用了很多化妆品的美妆博主们,所以她们知道哪个牌子的产品好。所以准备了。 K博主推荐的韩国化妆品大集合。金辰娥

  第一个就是，大概有540万粉

丝的博主PONY.她在"最近经常化妆

"的视频中推荐了自己最近经常使用

的化妆品。她使用的气垫是国内以

天然化妆品品牌著称的"Miguhara"

的"Moon气垫2"。这个气垫早上化

完妆到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一直都

不会脱妆,因此取名为门气垫。这个

气垫虽然只有一个色号,但是因为粉

底是由粉色底座和黄色底座结合而

成,所以可以毫无负担地涂抹。这款

气垫不仅遮瑕力极强，还像刚洗完

温泉浴一样散发光泽水润感超棒。

Pony很喜欢这种自然亮白肌肤的颜

色和较高的遮瑕力,所以向粉丝们推

荐了这款产品。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位博主是

拥有225万粉丝的“李思杯”。她

通过高相似度的遮瑕妆容视频获

得了很高的人气。在她的化妆视

频中,经常出现韩国品牌"MERZY"

的化妆品,在众多产品中,眼线笔

最多。李思杯经常使用的产品是

Merge的"极致修护眼线膏",颜色

在同类产品中也多种多样。该眼

线笔以极高的持久力和出色的涂

抹性在韩国SNS上是出了名的产

品。据介绍,这款产品含有巴巴苏

籽油,摩洛哥坚果油,鳄梨油,乳木果

油,维生素E衍生物,可完美阻隔干

燥的眼部周围的保湿。

 为文章做最后装饰的博主是

针对韩国中学生和高中生有名的

"SSIN"。"SSIN"的粉丝大概保留在

165万名左右。因为她自己喜欢,

所以想推荐给粉丝的产品是"好极

了(A Very GoodItem)",在2019年

到来的前一天2018年, "SSIN"公开

了“好极了”的推荐视频。在总

共22个色彩中占据7个之多的品

牌是"时尚"的购物中心品牌制造的

<3CE>。视频中, "SSIN"甚至说3CE

是自己的爱好,可见她对这个品牌

的热爱程度。她表示喜欢3CE特有

的裸色底色化妆品。同时,她推荐

3CE的"多色眼影彩盘",这个彩盘适

合自己的眼妆方法,能够抓住眼部

阴影,突出重点,让眼角暗沉。

PONY SSIN李思杯

照片来源

https://youtu.be/VP90LVTxgmw

https://www.glowpick.com/product/80472

https://youtu.be/Pkn0DQBa6io

http://prod.danawa.com/info/?pcode=9399573

https://youtu.be/YgHsXJF2pj8

http://prod.danawa.com/info/?pcode=94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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