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WANGJU WOMEN'S UNIVERSITY 
韩国光州广域市 光山區 女大路201 光州女子大学 

发行人 李善宰   主干 林俊成   编辑局长 朴柱映   校正 李晓娜   2019年 10月 28日

女風時代 2019  vol.18

 KOREAN TRADITIONAL A CAPELLA GROUP  

T O R Y S



〈女风时代〉的各位读者，好久不见了，我是《女风时代》的台长裵娟璟，度过了

炎热的夏天现在伴随着凉风也该把厚衣服都拿出来了。大家这一学期过得好吗？这是我最

后一个学期做台长了。“当时是不是再努力一点就好了”伴着这样的想法，这一学期也要

不留遗憾地写好每一期报道。希望大家能够阅读愉快。虽然一直以来做了各种各样风格的

报刊，但是这学期想制作一些有趣的业余生活和每个人前途相关的内容。希望大家多多关

注。另外，我们无论何时都非常欢迎各位读者给我们反馈报刊的优点或者缺点，不胜感

激，谢谢！

裵娟璟（航空服务3年级）

〈女风时代〉的各位读者们，大家好！我是英文板块〈KWU BRIBUNE〉的成员，第一

次向大家问好了。现在跟大家一起度过的时间会更多了，非常高兴。为了给各位读者提供

有用而有趣的报道，我们的成员会一起努力搜集题材，希望我写的报道都能成为一份礼物

给大家。因为第一次做所以有点尴尬 ，有点陌生。这种感觉不光是我自己这样，大家也是

一样的吧？即使如此，我也会努力再努力的，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报道会愉快，以后还想

和大家多多见面，谢谢！

盧衒妵（航空服务2年级）

〈女风时代〉的各位读者们，大家好！很高兴从这一学期以记者的身份与大家见面。

因为高中时我的第二外国语是中文，所以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这

样的我能够写出女风时代的报道感到很高兴，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我也会让大家阅

读到更多的娱乐报道。感谢大家的守候，中国语新闻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还有我的新搭档

也是新来的见习记者何爱莲，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意义更加深刻。我们一起制作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样化的信息。敬请大家期待，天气渐渐冷了，请大家注意不要感冒了。期中考试

加油！

金珍喜（航空服务2年级）

大家好，〈女风时代〉的各位读者们，我是这一学期新来的成员何爱莲，进入大学

后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已经度过了一个学期，马上就要上大二

了。好像有趣的事太多了，所以时间过得也很快，度过了第一学期，想要挑战一下心得事

物时，机会就来到了我的眼前，刚开始学习英文时就是觉得会有一些用处的，当然学习各

种知识接触不同的人会让学校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虽然第一次写报道，想要写一些比较

受关注的内容所以心理负担很大，但是得到了大家的帮助，最后顺利完成。往后我会写一

些有益的报道，请大家多多关注，谢谢！

河爱莲（航空服务2年级）

活动后期以及

自我介绍

河爱莲（航空服务2年级）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女风杂志和大家见面了。女风杂志是我校为了外国留学生特别创

作的一份刊物。一年发行四次，从上届开始又增多了越南语版本，希望通过这份

杂志我们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成为大家交流的平台。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国际教育院也展开了很多活动，首先在10月

11日~12日两天，我们组织了80人的文化体验活动，40位韩国同学，40位外国学

生，一起去了庆尚道的巨济岛旅行。在一晚两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分成若干组一

起活动，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而我们韩语研修班的同学将在10月24日举行文化体验活动，地址在全罗北

道的全州。全州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城市。我们两百位研修班的外国学生将

去体验做拌饭，穿韩服的活动，体验韩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很有收获的。

在10月31日，我们将举行外国留学生就业特别讲座，邀请就业指导专家前

来，给我们进行就业指导，面试技巧等，希望给将要毕业的学生就业有帮助。

在即将到来的11月，我们将举行两个活动，一个是韩国语研修班的专业介绍

会，给即将升本科的同学入学的指导。在11月20日我们将举行韩语演说比赛，英

语演说比赛，以及K-POP舞蹈大赛，我们有丰富的奖品和奖金，期待大家精彩的

表演。

下周就是我们期中考试时间了，希望大家好好复习，取得优异的成绩。天气

日渐凉爽，温差很大，希望大家注意加减衣物，预防感冒。

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留学生活。

谢谢！

 2019年 10月 18日

国际教育院院长  金惠贞



企划特辑-韩国的阿卡贝拉组合 

TO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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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就业中心9月23日和24日开始运营中小企业实行探

访就业营。中小企业探访就业营是光州女大5个学科（美容科

学，服务经营，食品营养，中等特殊教育，初级特殊教育专

业）29名在校学生参与组成的。

在这次就业营中进行的中小企业探访（自由）和双就业

能力强化营，对于参与的学生们在就业准备中的茫然会有很

大的帮助。她们感触说“为茫然无措的就业准备有很大的帮

助”，“探访企业以及关于企业的录用程序和关于了解企业文

化都是非常有益的经验”。

  赵明起组长说：“通过这次中小企业探访就业营，希望

有助于学生们关于在就业目标和就业计划的整备以及实践上有

所帮助”，“以后还会持续运营多样化的探访节目和情报信息

提供服务”。

大学就业中心， 中小企业探访就业营的实行

校园新闻 



中级特殊教育在10月4日（星期五）鱼等馆311号教

室进行了2020年度聘用考试特殊教育专家讲座。聘用考

试特殊教育专家讲座是加强就业能力是节目中的其中之

一。切了迎接2019学年度第3学期开课，根据学科在校

生的要求进行的企划。

这次专家讲座邀请了担任徐真特殊教育研究所CEO

的徐真讲师。主要以最近特殊教育专业领域出题倾向和

考试战略为中心内容进行的。特别是这次的专讲节目是

讲师根据在校生的要求分析制定的主题，学生们的参与

热度非常高。

权忠动学科长说：“为了提高在校生聘用考试能

力，除了准备这次专家特讲之外，学科本身也预计运营

聘用考试室，让已经合格的前辈做系列讲座，教育学讨

论，现场教师和学生一对一指导等多样化就业强化等节

目和企划”。

14日收到消息幼儿教育专业在10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

30分开始但10点迎来了罗州高等学校的幼儿学习社团的学生，

其中有12名学生和1名老师的到访。探访了大学专业体验学习空

间并且进行了特讲。在车瑛姬学科长的欢迎致词后，观看了本校

幼儿专业在校生制作的教具教材和学习空间。郭京花教授以“爱

孩子的技巧，情感指导”为主题的特讲进行完以后，郭教授为了

成为幼儿教师的准备和关于前途的指导以及对比较好奇的问题纷

纷给予了回答。

参与的学生们关于情感指导的方法也详细的做了了解，直

接来到幼儿教育专业看到的教具教材，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时

间，以后一定要给孩子们当好老师，车瑛姬教授说通过这次活

动，希望各个地区的高校生们在前途探索中有多帮助，往后她还

要运营多样化的前途探路节目。

 9月25日（星期三）在鱼等馆

1层3104号教室进行了单人媒

体创意培训课程的开学典礼后

的第一节课。这次课程由光州

广域市教育厅和光山区政府举

办。  光州女大附属平生教育

院主管的2019平生练习馆即将在12月截止开始实施，参加当天

开学典礼的有平生教育院院长崔善真和负责授课的讲师以学员等

40余人。

该节目是一人媒体的理解，专属于我的频道，内容策划，视

频，拍摄及编辑，以一人live广播等教育课程的运营。参加的市

民通过36个小时的教育，成为一名各具特色的一人媒体创意者。

参加教育的学员感触说：“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与更多的人共

享，并给予提供有益的信息，自己也想成为一名主播”。

幼儿教育专业，为体验大学专业

而进行的实习空间探访和特讲 

平生教育院   单人媒体创意 培训

课程开讲

中等特殊教育专业，2020年聘用

考试 进行特殊教育专家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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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科学专业举行美丽·

分享庆典活动

图书馆，2019年第2次

推行光州女大电影日

 护理专业  举办2019年度

第22回 夜莺宣誓仪式

女風時代  07

美容科学专业在10月11日大学本部国际会议场举办以’感恩和爱

心……美丽·分享’庆典活动。届时邀请了国家爱心的伤残军警会，

有功人士，这天活动由光州地方报勋厅，伤残军警会光州支部，美容

科专业校友会后援进行以李善宰为首光州地方报勋厅长，伤残军警会

光州支部长，光州女大校友会会长，美容科学专业校友会会长，光州

报勋福利文化大学，光州校园大学生内外宾200多名出席庆典，座无

虚席。

活动在庆祝我们的声音公演和内·外宾祝词后，举行了第一部

“男女歌唱 竞演大会”，第二部回忆工作站。男女歌唱比赛由光州

报勋福利文化大学7名和光州女大5名总共12人展开了热烈比赛。参赛

者全体分别荣获声音歌王，幸福佳人，爱情佳人，天上歌手，人气歌

手，大众歌手，我是歌手等大奖。回忆工作站是美容科学专业在校生

以及教授在校友会的美丽·分享（指甲，香味，头饰，化妆）等服务

下进行的。再现学生时节，通过回忆装饰（校服，教研服，帽子，包

等）奉上了美好的回忆照片作为礼物

参加活动的老人们也回忆起了学生时代。“第一次穿校服的时候

“，说着“谢谢，谢谢”时眼眶已经湿润了。期间光州女子大学和美

容科学专业也在不断实践者学生以及教职员在社区进行才能服务。特

别是报勋医院及疗养院，光州报勋福利文化大学等为报勋家庭做的社

会贡献节目。其中伤残军警会光州支部及光州报勋福利文化大学系从

2016年开始3年连续举行的共同婚礼。为15对新人夫妇带来了无法遗

忘的回忆和感动。李善宰总长说感谢你们为了保家卫国而带头报勋献

身，以后还要开展更多的区域才能服务活动。

图书馆在9月24日（星期二）大学本部7层心

灵休息室推行了‘光州女大电影日’，这天活动

通过心灵分享环节给我们大学成员们更方便的提

供了观看电影的机会，第一部 「实习生 」，第二

部「与神同在—罪与罚」，有50多名学生观看了

这两部电影。图书馆长说：“通过上映多样化主

题电影来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生活”。

护理专业在9月27日（星期五）下午2点在国

际会议场举办了与内·外宾客和教职员以及学生

父母参加的“2019年度第22回夜莺宣誓仪式”。

夜莺宣誓仪式是在2年级105名学生迈入临床实践

的第一步之前作为一名专职护士接受崇高的精神

并朗诵了决心使命的烛光仪式，接着1年级学生演

奏合唱重唱团献上了祝福之歌。通过这个活动更

会铭记夜莺精神，并且通过目前为止学到的学问

对于护理要整理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尊重人世间

的生命，并且决心要献身于医疗发展中去。



企划特辑-韩国的阿卡贝拉组合 

T O R Y S

从现在计算时间前的2009年，5名年轻人登上了韩国

代表性创作国乐比赛“21世纪韩国音乐项目”的赛场。

他们是韩国艺术综合、学校出身的，对音乐充满了热情和

意志。他们只用他们的“声音填满了比赛舞台。最终获得

了当年的荣誉大奖。由此诞生了韩国唯一的国乐学院集团

“TORYS”

阿卡贝拉是只用人的声音表现一切音乐的一种类型。

与西洋音乐不同，只凭借韩国固有的音乐阿卡贝拉在那样

不可能的情况下无法保证能否成功，“TORYS”五名成员

站出来开始了新的挑战。因为熟悉韩国国乐并且接触到很

多民谣所指向的价值与阿卡贝拉的精神是彼此相通的。与

强调调声和和声不同的西欧阿卡贝拉不同的是，我们前面

有领队，还有团队参与一起的民俗声乐特有的演唱方式，

为“TORYS”的阿卡贝拉又增添了一份特别之处。

但是走上国乐学院之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成员

们的专业各不相同，为了调节具有各自强烈个性的声音，

还有我们传统声乐的核心形态（韩国说唱里的声音和练习

方式或者状态）和为了寻找西欧音乐的主要构成方式“和

声”之间的平衡，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和无数次练习的过

程。再加上传统音乐原有的深度，仍在思考进行中。

“TORYS”已经度过了10个年头，在此期间有有

过音乐停滞期，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能够顺利度过这一时

期还是得益于我们没有放弃这种烦恼。因为那些对我们

“TORYS”音乐一如既往的赞美和鼓励的各位歌迷给了我

们最大的安慰和勇气。2018年度台湾阿卡贝拉艺术节上，

以全世界人为对象，再次确认了“TORYS”的韩国国乐阿

卡贝拉的独创性。

迎来了10周年的“TORYS”于2019年10月23日在首尔

举行了名为《10年 TORYS 》的全新演唱会。现在 TORYS由

4名成员和1名客座成员组成。分别是郭东贤，白贤浩，甄

斗里，李慎艺和崔洪锡。回顾因为国乐和阿克贝拉的融合

而首次受到瞩目后与观众已经走过了10个春秋。为了感谢

期间受到的关心和喜爱的特此准备了这场演出。

 

蕴含着五千年我们的声音，与大众文化交流的韩国国乐学阿卡贝拉‘TORYS’



    更深一层的<10年 和声>

成员们不仅活跃在“TORYS”的领域，还在各自的领

域活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色彩和技能。“TORYS”的音乐

将这些鲜明的色彩融合在一起。“TORYS”<10年 和声>主

旋律是技能—调和等所有面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最美和

声。

通过说唱段和韩国民谣让主题变得更宽广

在<10年 和声>的演出中，展现了说唱的5段高潮部分

和新的剧目。所谓“高潮”就是指说唱里最具有艺术性，

最广为人知的一段，在说唱了具有深厚情感和强烈的能

量。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同时，也想保持阿卡贝

拉的亲切和共感的视线。此外，“TORYS”一直很久以来

都很喜欢的民谣阿卡贝拉也重新亮相。本来是一首‘生活

之歌’的民谣，这些歌曲充分展现了民谣的价值，与观众

度过了一起哭泣一起欢笑，安慰和共感的时间。

 

   为“新的10年”做各种准备的尝试

在《10年 TORYS 》中，可以看到“TORYS”的一些新

尝试。那就是为了强调节拍在国乐中的重要性，制作了打

击乐部分。将说唱里高潮部分主题，扩张为2人唱的尝试。

引进影像，将音乐空间转化为视觉空间等。这会给观众带

来新鲜的印象和深刻的共鸣。对“TORYS”来说，这就是

开启未来10年的基石。

但是，与其他所有的意义相比，对于《10年 TORYS 

》来说最大的意义应该是“与观众一起哭泣一起欢笑的演

出”。“TORYS”相信韩国民谣所具有的“团结的力量”

是延续我们过去10年的力量。要不是那些心甘情愿地位这

种力量敞开心扉的观众，就不会有今天的《10年 TORYS 

》。

“TORYS”认为，正确理解传统音乐是金钩穿透因为

发展最重要的出发点。我们将充分发扬形态和节拍的特

点，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对传统的现代解释以及表现进行认

真的思考，不会停止于传统创造性的努力。成为未来给这

片土地上的音乐人指明未来之路的蜡烛，为21世纪韩国音

乐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做出微薄的贡献，没有比这个更高兴

的事了。

T O R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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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代表纪念日，
                            武术，文化

      

截拳道是电影演员李

小龙创始的武术，‘截’

分解说的意思是截断，堵

住的意思。‘截’意味着

拳头的‘拳’，结合就是

说截住拳头的就是武术，特别是在伸出拳头的动作中手是

先打出去，然后是腿再出去，就像击剑那样类似的动作。

截拳道的基础拳法分为南派武术咏春拳和洪家拳。北派武

术的功力拳和西洋的拳击。韩国的跆拳道步子就是借用击

剑步法而来的。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最

大众的武术了。在中国被

定为生活体育，融入在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且

是闲暇活动找那个的一部

分，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认知度的武术。太极拳重视的是

“化劲”，所谓的化劲就是接触对方的同时让对方无力

化，为了攻击对方而做出的可能的姿势然后找出对方要害

而进行攻击的意思。还有太极拳的别名叫‘呼吸运动’，

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重视呼吸和动作的关联。

国庆节是中国的全国性纪念日，1949年10月1日在天

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纪念

五星红旗的升旗，每年10月1日都在纪念国庆节。国庆节

作为中国最大的纪念日，国庆节期间（10月1日—10月7

日）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中国全国都在召开

纪念活动。特别是今年迎来了国庆节的70周年史上最大规

模的阅兵式，中国自行研发的新型武器公开的同时，对内

加深了国民的信心和爱国心，对外也告知了中国的地位。

国庆节

 纪 念 日 中 国 武 术

截拳道

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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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说太阳的

颜色是红色，所以就崇拜

红色，以后皇室中只有贵

族才能穿红色的衣服，很

自然的红色成为富贵和名

誉的象征，虽然以前红色被一部分限制使用，但是现在无

论在哪里都可以使用。在中国，红色代表福气，成功的意

思。中国最大的纸币面值100元也是红色的。春节给的红

包也是用红色的纸袋装。特别是你想要在中国好好感受和

观看一下红色的话，那么推荐你在春节的时候去上海的

“豫园”。因为在那里举行的灯会，所有装饰都是红色。

螳螂拳是从螳螂的

动作中得到的灵感而研究

出来的武术。清朝时期，

有一位叫王朗的看到螳螂

为了抓住蝉的样子，他就

用树枝刺伤了螳螂，救了

蝉，但是被树枝刺伤的螳

螂采取的攻击姿势让他得到了灵感，密切的观察螳螂的动

作，并研究了它移动的步法，取名“螳螂拳”，又名“螳

螂捕蝉式”，螳螂捉捕蝉的动作就是螳螂拳的特征，很有

实战性的硬武术。

在中国有一种叫做“午休”

的午睡文化，无论男女老少，吃完

午饭后，午睡是非常重要的文化，

普通午休时间是12点到2点，2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这其中包括午饭

时间。因为午休时间是受国家保障的，从幼儿园，学校，到职场

都可以愉快的度过。午休的理由是为了下午的时间能够更加高效

率的被利用。为了增进健康才睡午觉。因为这个原因，要去中国

公共机关办事的话，最好是上午9点到11点之间去，要是下午2点

之后去可能人多要排队很久。

在中国喝酒的时候，不能让

对方的酒杯空，无论是就还是菜

肴，要准备得很丰富进行招待才

称得上有礼仪。事先要告知自己

的酒量，适当调整来喝酒的话，

对方不会强烈劝酒。还有一般不会自己独自喝酒，都是和大家

一起举杯喝。喝的时候说“干杯”后再喝。干杯用中国的话说

是“ganbei”。意思是“把酒喝掉”。如果感觉不能喝了的

话就说“随便”。那就是“我看着喝”，请对方理解一下的意

思。

在中国，像过生日这样喜庆

的事都不会一次就结束，这是一

直以来从以前延续下来的观念。

给礼物或者给礼金时一定要给双

数的。还有礼物的包装一定要用

红色或者金色的，这代表贵重，还有在韩国过生日喝紫菜汤，

在中国吃鸡蛋和蔬菜的“长寿面”，代表长寿和有福气，这

里的“面”还有脸的意思。在中国有这样的俗语，脸越长越长

寿，因此有这样的风俗，吃面条不断的话就是会长寿了。

中 国 文 化

螳螂拳

午睡

饮酒

生日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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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Hi Air

HiAir（嗨，航空）是 Hi全球集团

在2017年12月成立的。去年12月以小

型航空公司在釜山地方航空厅注册登

记 。预计11月蔚山到金浦第一次开始

通航。HiAir计划是以蔚山机场为基础，

以50人以下的小型飞机飞金浦和丽水。

如果飞蔚山的航线能够确定的话，那么

以蔚山为抵押的低成本小型航空公司即

将诞生。被选定的“PENNY和SUU”有

模范风范，以活泼的性格让周围都觉

得幸福而制作的勇敢，贤明的角色，

“PENNY”形象感情丰富，“SUU”的

形象是理解之心很且爱撒娇，通过这个

形象把 HiAir的未来和前景描绘得最佳。

  Fly 江源于2016年4月成
立，原为 Fly 襄阳改为 Fly 江源
的。以襄阳航空为基础2019年
年内国内线通航，计划3年内通
航成田，大阪，河内，胡志明等
31个国际线为目标。已经签约
了5架飞机，今年完成航运证明
后，11月末计划襄阳到济州，
襄阳到武安路线最先通航。还有
通航3年后，打算引进B737-B00
机种。

Fly 
Gangwon

介绍新的

Air P
remia是在2017年7月成

立的航空公司。同年8月公司名

从AP Air更
改为 Air P

remia。公司

事业战略是以仁川机场为基础，

对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中长

路线提供经济舱机票，Premium

机票价格要比商务舱价格低，但

是Premium座位要比一般经济舱

座位宽敞，所以乘客的利用率也

比商务舱高很多。计划在2020年

下半期通航大阪，成田，香港，

2021年开通美国纽约。

Air P
remia 

裵娟璟 航空服务3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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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航空 崔汀虎代表说“JIN 航空最与众不同之处是拥有运营大飞机的特

点”。“航空飞机中总共24台中有4台是中长途路线的大飞机。”JIN 航空拥有

189个座位的中小型飞机B737 20台和393个座位的大型飞机B777 4台。正因为

如此，拥有大型机才可以开通中长途路线。JIN航空的营业利润当纯3年平均增

长了70%，今年上半年营业利润和当纯利润增加了100%以上。    他还说：“如

果投入中长途的大型航空飞机的话，能够更加有效果的运营，与去年相比，与

其他航空公司相比，运营台数虽然没有增加，但是营业利润提高的理由就是因

为投入了长途路线，有效地使用了大型机”。不是在同一个路线上一直投入大

型机，根据实际情况需求，根据价格高需求多的路线一直变化着。这才是运营

大型机收入增多的原因。不仅如此，JIN 航空通过与大韩航空等韩金集团的互

动，与其他价格低廉的航空公司相比，拥有更好的安全性和效率性。

他说：“JIN 航空在运航安全监测的标准与大韩航空保持一致，通过与大

韩航空签订整备总包合同，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整备质量”。一些低费用航

空公司因为整备和运营艰难，大型航空机运营艰难，但是 JIN 航空公司与大韩

航空通过合作关系才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很自信，还有400多名乘客乘坐的

大型航空机如果因为装备或者天气问题无法运航的话，问题虽然很大，但是 

JIN 航空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租用大韩航空的客机，签约时我们也强

调了这一点。

国内航空公司最早开通大阪，万象直航路线，明年将预计在国内最早开

通直航到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巴鲁，在新加坡附近的柔佛巴鲁有望吸纳一些

想去新加坡因为费用贵的观光游客，JIN 航空计划将在2012年航线扩大为国内

52个城市，79个航线。特别是计划在2019年开通到匈牙利 布达佩斯，克罗地

亚 萨格勒布，2020年开通到罗纳尼亚 布加勒斯特，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的航

线。

金珍喜 航空服务2年级

拥有大型航空飞机的
JIN AIR 开通东欧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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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冬发型趋势

颜色推荐

1  
 蘑菇色，这个颜色虽然

是灰色金发亮丽一些但

是因为有很深的颜色所

以看起来有一种丰富优

雅的感觉

3  
 烟熏玫瑰色，如果说

夏天要用亮一点颜色的

话，那么桔红色久就是

秋天的版本。

2
 黑发，电视剧“德鲁纳

酒店”中歌手IU的头发颜

色就是制造了很迷人的

气氛，皮肤有相对会衬

托得亮丽一些。

4  
追求时尚潮流的推荐摩

丝橄榄色，中性气氛，

不刺眼却又不失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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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衒妵 航空服务2年级

秋冬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

发型推荐

1  
短发碎发，今年春夏发

型中最火的就是碎发，

它是适合大胆的风格变

化，放入一点波浪卷显

得更加自然的感觉

3  
烫发，这个烫发是给喜

欢流行感觉的人极力推

荐的。自然洒脱，独特

的

2
中发，以前人们讨厌不

长不短比较敏感的长

度，但是最近它成为一

种流行趋势，有时还是

转换心情，烘托气氛的

一天

4  
矮马尾辫，经典而高贵

的感觉，与端庄衣饰比

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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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型的化妆品名牌精品店于 2019年9月7日在美国

纽约召开了“丝芙兰”美妆博览会。“丝芙兰”隶属法国LV

旗下，在全世界运营260多个品牌名品店，可谓是业内首屈一

指的大手笔。能否入住丝芙兰卖场被认为是判断一个化妆品

成功与否的标准。今年10月韩国也进军了丝芙兰，从去年开始每年都在为攻入丝芙兰努力。这是向市

场介绍最新潮流趋势，销售人气产品的地方。

全世界的人都聚在这里，这次博览会中 K-Beauty人气相当火热。年轻人们从一大早开始排队等

候，两天之间“美的天堂”为主题，今年在丝芙兰活动中最有成果的品牌中选出35个来参加这次博览

会。韩国品牌爱茉莉旗下的“兰芝”和“悦诗风吟”与罗拉玛斯亚和海蓝之谜，纳斯，馥蕾诗等优秀

品牌并列一排。

今年丝芙兰的热点是“单软膏”K-Beauty。丝芙兰接受了利用天然成分集中进行皮肤管理的 

K-Beauty影响，主题抓住了“自然”和“干净的美”。根据这一标准把利用天然原材料的化妆品品牌

单独集中在一个命名为“花园”的特别区域。然后以此为中心进行展会排列布置。主要采用绿茶成分

的悦诗风吟品牌被摆在了“花园”的最前面位置。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们对韩国化妆品的高品质而

感到惊讶，特别是绿茶精华的香味，水分感等都得到了高度好评。

在美国 K-Beauty得到这么大的关注大家都异口同声说这是理所应当的反应。兰芝的以为职员说在

丝芙兰有这样的反应还是第一次。包括在美国加和福尼亚在内的 K-Beauty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人

们都喜欢韩风，希望除了‘K-POP’以外更多关于韩国的一些消息。

 

 

裵娟璟  

航空服务3年级

K-Beauty 在美国的

“丝芙兰”博览会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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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圣节”你了解多少呢？

最近在我们国家也可以看到种种万圣节欢乐的画

面。特别是在公园或者饭店等可以见到更多。在有的幼儿

园和学前班还有让带着服装来的。那么“万圣节”是怎样形成的

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庆典，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化妆打

扮，收到糖果的这样一个庆典，但实际上万圣节在古代的凯尔特族的

意识中由来已久。凯尔特人在新年第一天不是1月1日，而是11月1日开

始的，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在1年内也会出现在别人体内，所

以人们化妆打扮，把家里收拾得冷清是为了阻挡凌魂进来，这就

是万圣节的开始。现在万圣节已成为一个大的庆典，以后会

持续扩大规模，越来越大。

 

万圣 的由
盧衒妵 航空服务2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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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说在中国韩剧被翻拍的挺多的，其中给大家介

绍几个已被翻拍的韩剧。

第一个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性感情剧，在SBS上映的“妻

子的诱惑”，从2008年9月3日到2009年5月5日 总共分为

129集讲述贤妻良母的女人被丈夫出轨，然后成为一名可怕

的妖妇，重新去诱惑前夫，并达到了毁灭的报仇这样一部喷

血剧。“妻子的诱惑”在2008年当时播放时收视率达到了

40%的最高纪录，成为非常有话题量的一部电视剧。“妻子

的诱惑”在韩国也很火，也翻拍了中国版本，“妻子的诱

惑”翻拍版本的名字是“回家的诱惑”。当时也创下了26%

的收视率，在中国翻拍的韩剧中也是最好的收视纪录。“回

家的诱惑”由女演员秋瓷炫出演，从2011年2月21日到3月

31日总共分为68集，在中国湖南卫视 芒果TV播放结束。

第二个是“她很漂亮”。从2015年9月16日到11月11日

总共分为16集在MBC电台播放的。“她很漂亮”主人公4对

男女重新崛起的浪漫喜剧。小时候虽然长得漂亮但是长大后

炸弹头，满脸雀斑等大逆变的女主人公和小时候个子很小，

很胖，但是长大后外貌，文凭所有方面都很完美的男主人

公的爱情故事。这部剧让观众很是心动。此剧被翻拍后名字

改为“漂亮的李慧珍”。它是我们国家电视剧制作公司和中

国电视剧制作公司共同合作的韩中电视剧，连中国翻拍版本

也是原著亲自执笔。所以翻拍的内容也跟韩国版本的几乎一

致。“漂亮的李慧珍”在中国湖南卫视从2017年1月2日开

始到2月1日总共分为46集有迪丽热巴演女主进行播放。

最后一部是“花样男子”，2009年1月5日到3月3日分

为25集在KBS 2台播放的。家境困窘的少女进入了一所富

人们上的贵族学校。与花美男4人帮相遇后发生的一系列

故事。翻拍后以流星花园2018在2018年湖南卫视芒果TV播

放。由沈月，王鹤棣，官鸿，梁靖康，吴希泽共同出演。

“花样男子”在韩国，日本，中国全部翻拍成功。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娃娃皇后的男人”的“相爱穿梭

千年”，“杀了我，治愈我”的“七个我”等很多韩剧都很

值得推荐。

河爱莲  航空服务1年级 

在 中 国 被 翻 拍 的 韩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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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即将被翻拍的韩剧

如果看了前面已经被播放的韩剧，那么这次介绍一下即

将要播放的电视剧。

第一部是2013年6月5日开始分为18集播放的SBS电视剧

“能听到你的声音”。是李钟硕和李宝英出演的“能听到你的

声音”是国家专属律师和能读懂人心的具有超能力的少女相遇

后发生的一系列津津有味的电视剧。翻拍后有戚薇和金瀚主

演，预计在2020年以“没有秘密的你”为题目进行播放。

第二部是请回答系列中最后一个系列的“请回答1988”.

从2015年11月6日tvN播放共20集，“请回答1988”是1998年

双门洞胡同里5口之家的喜剧家庭剧。以“相约98”题目预计

播放的电视剧讲述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在一个胡同里五

口之家的故事，现在当地已经在SNS开始选角，受关注度也很

高。

第三部是从2016年1月22日在tvN分为16集播放的“我们

的时间在延续”，以过去发过来的信号连接现在和未来的刑警

们，重新挖掘很久未被破解的案件为内容的电视剧。中国腾讯

TV在过去2016年公开了人气爆棚的tvN电视剧“信号”的翻拍

消息和相关企划案。根据报道中国版本的“信号”还是以此为

名，企划案了“信号”包含了主要角色演绎名和主要构成。还

有“信号”总共分为32集制作，虽然制作公司已经确定，但

是导演和演员暂时还未定。

最后一个是tvN电视剧“未生”。从2014年10月17日分为

20集播放的“未生”，讲述的是围棋作为人生全部的主人公

在职业生涯失败后，冷黑学被抛向现实生活而展开的故事。以

“平凡的荣耀”为名在中国浙江卫视计划在2020年分为42集

播放。包含了金身资本职场人的故事由赵又廷，白敬亭，乔

欣，魏大勋，左小青等出演。一如既往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

更多的播放日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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