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融合——

情牵诗和远方
9月3日晚，在一片桨声灯影中，采风

团一行抵达此次采风活动的第一站。从无
锡运河公园至清名桥古运河段，河面舟楫
轻摇，满载四海宾客；两岸灯火璀璨，照
亮人声熙攘。泛舟夜游古运河是采风团同
大运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清风拂面，
水波荡漾，人在画中游，沉浸在“运河绝
版地、江南水弄堂”的朦胧夜色里，采风
团中不时发出赞叹。

弃舟登岸，在清名桥区域，采风团邂
逅了一场露天的大型音舞诗画演出——

《运河四季》。“春波绿韵”“夏岸浓荫”“秋
渡金风”“冬湾雪景”，在由水岸、桥头、
游船、灯光等元素组成的实景立体多维度
舞台上，歌、舞、诗、乐、曲艺、戏曲等
艺术形式轮番登台，穿越时空，展现了大
运河全流域的风物之盛和人文之美。

“上通北京下连杭州，古老运河在我家
东；风吹篷帆机声隆隆，船儿穿梭运河里
行……”开场歌舞表演 《我家就在运河
边》，让在南京出生长大、在希腊雅典留学
工作多年的 《中希时报》 总编辑汪鹏思绪
万千。“中华文明诞生于大河之畔，而古希
腊则是海洋文明的代表。”多年来，频繁往
返于中希之间，对比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的文化差异，已成为他不自觉的思维习
惯。而故乡的大运河正是他思考的原点。

当晚，在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中，以
“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的第二届大运
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拉开帷幕。两天后，在
江苏另一座运河城市淮安，第二届大运河
文化旅游博览会分会场暨第三届中国 （淮
安） 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也在一场特
色鲜明的大运河传统民歌展演中启幕。

9月，秋光正好。几日间，从无锡的清
名桥头到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太湖国际博
览中心的运河城市文旅精品展到淮安里运

河文化长廊景区的运河非遗展，从宜兴陶
瓷博物馆到周恩来纪念馆、张纯如纪念
馆，采风团沿着大运河这条江苏的美丽纵
轴一路走，一路品。不少海外华媒人感
叹：“这就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内容丰富、亮点突出、史料详实、触
角广阔。”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长吴
敏将此次采风行一路走来的收获总结为 16
个字。曾参加过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
会的吴敏表示，“一路走来，切实感受到江
苏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融合发展非常好。”

“不虚此行。”印尼国际时报集团海外
部主任章维佳对运河景区的高科技灯光秀
惊叹不已，“夜游古运河，不仅让我沉浸式体
验了大运河的人文历史，更让我深入地了解
了运河文化带非遗知识。此次采风行让我看
到江苏省文旅事业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

巨变——

见证经济腾飞
采风团中不少海外华文媒体人不是第

一次到江苏。对他们而言，此次采风行感
知最深的是大运河沿线城市翻天覆地的发
展变化。

“现在交通太便利了！”日本 《关西华
文时报》 副总编辑蒙令华曾在南京读大
学。学生时代，乘坐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到
常州和镇江游玩的经历，已成为遥远的记
忆。“现在，从南京到常州和镇江只需要1个
多小时，人们出门旅行比过去方便太多了！”

此次采风行是马来西亚海内外资讯网
总裁王菁野第四次到江苏。“8年前，我第
一次到江苏就是到华西村采访。”时隔 8
年，重访“天下第一村”，王菁野内心大受
震动，“8年来，华西村的建设速度十分惊
人。登上高达 328 米的华西龙希大酒店放
眼望去，视野中出现的华西村已由一座村
镇延展成一座崭新的城镇。”

如今，“天下第一村”作为华西村的文
旅品牌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揭示其成

功的秘诀，蒙令华表示，没有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就看不到这
些巨变。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大运河文化
带文旅融合发展背后的逻辑。2014 年 6
月，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江苏境内共有7个遗产区、28个遗产点段入
选。如何从流淌着的遗产中挖掘文旅发展的
潜能？海外华媒人各抒己见，献言献计。

“京杭大运河连接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南
北方，优化了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带来了
沿岸城市的繁华，也缓解了江苏区域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埃及《中国周报》社副社
长朱新娥表示，大运河江苏段有 10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2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
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深挖历史文化资源
对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疫情的阴霾仍未散尽，大运河文旅融
合之路如何创新突围？“在文旅消费的人气
指数和信心指数双双回升的当下，大运河
沿线城市应以河为媒，再度集结海内外的
文旅力量。”吴敏建议：一是集中力量打响
一张品牌；二是开拓周末短途旅游的市
场；三是部分景区取消门票费用，吸引旅
游，带动消费。

“此次采风行让我切身感受到‘强富美
高’新江苏的发展速度。”汪鹏表示，希望江
苏紧抓新机遇，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
多、更好、更全面的保存历史风貌、维护生
态环境，实现文化赋能、加强艺术提升。

传播——

讲好运河故事
“夜游大运河，璀璨无锡城”“里运河

畔——淮安，今夜无眠！”“聚焦运博会：
成果展示、数字创新，文旅产业合作论坛
举行”“奔向‘农村都市’的华西村”“厚
积博观，深掘南京栖霞‘文化宝藏’”“走
进中国酒都‘天下第一壇’·挖掘水韵名城宿
迁‘侨元素’”……采风期间，海外华媒使出

浑身解数，推出全媒体报道，在纸媒重要
版面及新媒体平台开辟专刊、专栏、专
题，每天推出鲜活的现场报道。

一个个生动的运河故事正以华媒为载
体走向世界。据中国侨联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3 日，此次采风行，海外华媒共
发稿300余篇，累计阅读量约370万人次。

“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诗人、作曲家中
山大三郎和山田光作先生专门为无锡谱写
了一首《无锡旅情》。这首歌由日本著名歌
唱家尾行大作演唱，风靡亚洲。许多国际
友人正是通过这首歌了解了无锡，慕名来
此游览。”“在9月4日上午的第二届大运河
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日本 《关西华文时
报》 记者采访了在博览会现场携带作品参
展的瞿华娣女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艺
术设计专业、作为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师的
瞿华娣女士，曾赴日本名古屋交流，对中
日两国的陶瓷有着深入的对比和了解。”

“张纯如纪念馆也展示了日文版《南京
大屠杀》。与其他语言译本不同的是，日本
版的封面还印上了一行格外突出的字：完
全翻译版。”……打开微信公众号“日本关
西华文”，一些关于此次采风行的报道细节
引起记者的注意。

“江苏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离日本很
近。此次采风活动，每到一处，我都认真
聆听、仔细询问和记录拍摄。每到一个城
市，我都结合当地特色写一篇报道，谈谈
自己的感受，努力挖掘与日本相关的元素
和故事。”蒙令华介绍，“希望通过我的报
道，向在日侨胞和日本友人介绍大运河文
化带，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中国和埃及都是文明古国，都有举世
瞩目的大运河。”朱新娥表示，回到埃及，
我们也会利用双语优势，通过报纸、网站、周
刊、app、公众号等形式去推介中国大运河沿
线的美食、旅游景观、戏曲、苏绣等精彩内
容，让更多人了解江苏并爱上江苏。

上图：海外华媒一行在南京市江宁区
泉峰集团参观考察。

在风光旖旎的江苏省淮安市古淮
河北岸，有一栋庄重典雅、朴素沉静
的小楼，这里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
如纪念馆。近日，笔者走进这座纪念
馆，探寻张纯如的人生历程。

张纯如祖籍淮安。她生前努力追
寻南京大屠杀真相，写就《南京大屠
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后文简称

《南京大屠杀》） 英文书籍，揭露了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
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张纯如纪念馆内，一张张生动
的图片，一段段珍贵的视频，记录了
张纯如的中国情怀和创作《南京大屠
杀》一书的过程。

华裔女孩的中国情怀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学的最后一
天，我在这玩得很高兴，结交了很多
朋友……”在纪念馆的玻璃橱窗中，
有一篇中学时代的张纯如用中文写的
日记，行文流畅，字迹工整清秀。

张纯如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她的
父母很注重中国文化教育。母亲张盈
盈教她学中文，父亲张绍进则给她讲
中国的历史故事，其中也包括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

写道，“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
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南京大屠杀
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就是
从那时起，张纯如萌生了探寻历史真
相的想法。

直面真相的创作过程

“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花了好几
个小时，打开数十个文件盒，在上千
份档案中翻拣，我的手上鲜血淋漓，
全是纸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
水染黑……”在纪念馆展出的一封张
纯如写给母亲的信中，她这样描述查
阅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过程。

1995 年 1 月，张纯如来到华盛
顿，她每天早上乘坐公交车去美国国
家档案馆查阅史料。从搜集资料到撰
写成书，《南京大屠杀》 的创作过程
充满了艰辛。

展馆中有一张照片，其中的张纯
如正在翻看资料，此时的她体型消
瘦、面容憔悴。史料中惨不忍睹的照
片和文字刺激着张纯如，使她噩梦连
连、体重骤减，但她仍一直坚持追寻
真相。

除了查阅历史文献，她还在全世
界 寻 访 了 很 多 亲 历 者 ， 直 到 1997
年，《南京大屠杀》终于在美国出版。

勇敢的历史捍卫者

在纪念馆的电子屏上，播放着
1998 年 12 月张纯如在美国公共电视
台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辩
论的视频。张纯如提出，让齐藤以日
本驻美大使身份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道歉。

《南京大屠杀》 一书出版后，张
纯如受到很多指责和诋毁。为了维护
历史正义，她曾在北美各地举办演讲
和辩论。

张纯如积极推介 《南京大屠杀》
时，不断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
骚扰。2004 年，长期受抑郁症困扰
的张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里自杀
身亡，年仅36岁。

张纯如纪念馆副馆长何睿介绍，
纪念馆于2017年4月开馆，筹备过程
中张纯如的父母提供了很多的遗物和
史料。

“现在，纪念馆每年都会举办悼
念张纯如的相关活动，我们也计划去
华侨华人聚集的地方进行巡展。”何
睿说，“张纯如是淮安的骄傲。她所
做的事情不应该被人们忘却，我们有
必要纪念她。”

（来源：中国新闻网）

“追梦中华·情系大运河” 海外华文媒体江苏采风

文旅融合让世界爱上大运河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追梦中华·情系大运河” 海外华文媒体江苏采风

文旅融合让世界爱上大运河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千年运河，始于江苏。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全长690公

里，是全线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沿线城市最

繁华的段落。古往今来，从楚风汉韵的苏北到吴侬软语

的苏南，江苏运河沿线城市皆“因运而生，因运而盛”。

疫情之下，大运河如何擦亮文旅品牌？日前，由中

国侨联主办、江苏省侨联承办的“追梦中华·情系大运

河”海外华文媒体江苏采风行活动举行。来自澳大利

亚、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14家海外华文媒体代

表深入大运河江苏段，先后赴无锡、淮安、宿迁和南京

等地采风。在为期7天的大运河之行中，采风团一路走

来，饱览运河两岸旖旎风光，品味绵延千年的诗意水

韵，思考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在海外华媒的镜头与笔

端，古老而青春的大运河正穿越疫情的阴霾，成为一张

喜迎全球宾客的中国文旅金名片。

华侨历史学会召开理事会

本报南京电 （记者高乔） 9 月 13 日，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七届六次理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
开。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华侨历史
学会会长隋军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中国华侨
历史学会副会长龙登高、李明欢、李鸿阶、张应
龙、张国雄、张春旺、张振江、林宏宇出席会
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所副所长张秀明主持会议。

隋军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一年来的工作进行
了总结。近一年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究；发挥
智库作用，提供政策建议与侨情咨询；在疫情防
控中主动作为，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加大中国侨
联课题平台建设力度，巩固和扩大华侨华人研究
队伍；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编辑出版涉
侨书刊；加强学会自身建设。隋军指出，学会下
一步工作包括：举办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八次会
员代表大会，做好学会换届筹备工作；完善工作
机制，更好地发挥学会作用；推进重大课题研究。

张春旺就学会换届工作和章程修改工作等有
关事宜作了说明。张振江、林宏宇分别就发挥学
会作用、推进疫情后侨务工作，中美关系演变对
侨情和侨务工作的影响等作了发言。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理事、相关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

成都市组织侨法宣传活动

2020 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 颁布实施 30周年。为了进一步宣传贯彻侨
法，提高广大归侨侨眷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的意识，近段时间以来，成都市委统战部市侨办
牵头全市各区 （市） 县统战侨务部门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侨法宣传活动。

近日，都江堰市委统战部组织机关干部及市
侨联委员开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法》 专题学习活动，集中学习涉侨法律法
规，对归侨、侨眷享受各类优惠政策的相关条款
进行了解释。此外，都江堰市委统战部还开展了
侨法进社区、高校、企业活动，利用社区、高校
的各类文艺演出、会议等集会活动，分发侨法宣
传资料、设置侨法宣传展架，以图文并茂、直观
易懂的方式，集中宣传了侨法的基本内容。

金牛区侨联近日联合西华街道兴盛社区开展
了“知侨法、护侨益、凝侨心、聚侨力”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
答等方式加强宣传力度，使更多的群众踊跃参
与，从而了解涉侨法律、增强法律意识，进一步
提高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覆
盖面，积极营造知侨、懂侨、护侨的良好氛围。

（来源：中国侨网）

侨情乡讯

探访张纯如纪念馆——

华裔女作家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吴 侃

侨乡
新貌
侨乡
新貌

近日，在风景秀丽的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高罗海域，宁德帆
船队霞浦训练基地的选手们正在这里进行帆船秋季训练，为高罗
景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郑培銮摄 （人民视觉）

宁德：帆船队训练忙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华侨历史学会七届六次理事会会场。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