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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下乡 提振士气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听北京来的艺术
家唱歌，真是好听哟！”舞台上，中国侨联

“亲情中华”艺术团的歌唱演员们顶着绵绵
细雨，演唱一首首激情澎湃的歌曲；舞台
下，今年成功摘掉“穷帽子”的上乐村村
民焉余芳激动地直搓手。

“以前哪敢想能有这样的好事情！听说
北京的艺术家们要来，我早早就在村里搞起
了宣传，招呼大家一起来！”焉余芳说。

10 月 18 日下午，上乐村小学内，前来
观看“亲情中华·文艺轻骑兵”文艺演出的
村民将露天舞台前的一大片空地挤得水泄
不通。头发花白的老人、抱着娃娃的妇
女、朝气蓬勃的青年、活泼可爱的孩子
……人人脸上挂着笑容。

“有些孩子知道中国侨联的艺术团要
来，早上七八点就跑来了。以前，他们只
能在电视上看这种大型的文艺演出。这次
可是长见识了！”上乐村小学校长方林指着
观众席前排几十名欢呼不断的小学生，对
记者笑道。

“作为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界群众的老朋
友，‘亲情中华’艺术团去过全球7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 余座城市以及国内众多侨
乡，举办过 1000 多场演出。相比过去，这
次演出与众不同，意义尤为特殊。”“亲情
中华”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
部长刘奇介绍，这是艺术团第一次走到最
基层的乡村，真正走到老百姓中间，送去
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

“我们精心组派这支‘文艺轻骑兵’，
来为身处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群众加油
鼓劲！”刘奇说。

17日，在广信区黄沙岭乡蔡家村，“亲
情中华”艺术团的到来同样赢得当地老百
姓的热情欢迎。在近1个小时的演出中，观
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下的人群
越聚越多。有的村民找不到座位，干脆站
在舞台两边看完全场。

“演出结束之后，许多村民都跑来和我
说，太好看了，看不够，今后能不能多请
一些这样的艺术家来村里。”蔡家村党支部
书记李地旺感叹，自从 2018 年脱贫“摘
帽”以来，村民们的精气神越来越足。这
次，中国侨联派来“文艺轻骑兵”，更加提
振了大家的士气。“有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
持，我们日子一定会更加红火！”

全力帮扶 收获幸福

其实，中国侨联与上饶父老乡亲的缘
分早从18年前就已开始。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自 2002 年起，中
国侨联开始定点帮扶上饶市广信区。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侨联不断加大帮
扶力度，全力支持广信区扶贫开发事业，
先后派出蹲点扶贫干部十余人，直接投入
或引进帮扶资金1780余万元。

而今，在这片红土地上，宽敞平整的
道路通到千家万户，青山绿水环绕着一栋
栋修葺一新的楼房，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
田园画。提及中国侨联以及前来蹲点扶贫
的侨联干部，老百姓们竖起大拇指，一个
劲儿说好。

“我们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周臻扬就是中
国侨联派来的，敬业得很！他来村里没多
久，就帮我们在最偏远的一座自然村开了
一条侨心路，解决了附近孩子上学走山路

不安全的难题。为了增加村民收入，他还
带着我们扩大白茶和金标马家柚的种植面
积，发展产业。”上乐村党支部书记李帮助
指着村小学对面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坡对记
者说：“你看，过去那里是荒山，现在都种
上了白茶。到了采茶季，可以解决500多人
的就业呢！”

18 日的演出现场，周臻扬和李帮助一
直忙前忙后，配合默契。说起两年多来的
驻村工作经历，刚过而立之年的周臻扬分
享了藏在心里的珍贵画面：“当乡亲们得知
中国侨联要出资 70 余万元为他们修建爱心
道路开怀大笑时，当孩子们收到中国侨联
捐赠的价值 35 万元图书爱不释手时，当听
到大家用上饶话称呼我为‘老表’时，我
都觉得特别幸福。”

蔡家村村民看到中国侨联的干部，也
如见到自家人一般亲切。“这次演出的场地
是我们村新修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姓舞
台，就是中国侨联出钱捐建的，多漂亮！
平时，村里的妇女常在这里跳广场舞，可
热闹了！”蔡家村村民周民满和记者聊到村

里这些年的变化，话语中满是自豪与感恩。
“今年，中国侨联还将投入大量资金，

帮助广信区的多个村子加固河堤、维修校
舍、帮扶贫困学生、培训基层干部、助销
农特产品等。”广信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博
文说。

底气满满 共奔小康

“奔小康奔小康，家家都有好光景，好
光景正年轻，咱步步登高再攀那新高峰
……”艺术团演员们欢快的歌声唱进上饶
父老乡亲的心坎里，道出他们要把日子越
过越好的干劲。

“老百姓的动力更大了！听说这次演出
还在网上直播，这下全国人民都会知道我
们上乐村了，我们更得加油干。接下来，
我们就一鼓作气往前冲，不但要脱贫，还
要奔小康；不但要‘富口袋’，还要‘富脑
袋’。”李帮助在演出后兴奋地说，如今村
里有了稳定的产业，村民们不必再外出谋
生，在家门口就能赚得一份好收入。“我们
打算继续扩大白茶种植面积，争取增加到
2000 亩。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中国侨
联的帮助，我们的底气足足的。”

看完“亲情中华”艺术团的演出，蔡
家村村民聚在一起聊了好久。“大家都说，
我们现在有百姓舞台，有中国侨联的关心
和支持，有这么多好的平台，更应该把握
机会，激发内生动力，主动寻找更多发展
路子。”李地旺说。

作为一名来自中国侨联的挂职扶贫干
部，李博文的工作表上早已列满计划。“把
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老百姓的
日子更加美好，更有幸福感，这是我们下
一步的工作目标。”李博文说。

“通过此次演出，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
到老百姓对文化艺术的强烈需求和迫切渴
望。扶贫更要扶智。”刘奇感叹道，“老百
姓的生活富裕了，精神也要跟着‘富’起
来。现在，一座座村子的‘大门’已经打
开，老百姓都愿意走出去，接触新鲜事
物，我们的‘文艺轻骑兵’也将更加积极
地走进乡村，走近老百姓，以更接地气的
形式为老百姓送去高水准、高品质的文化
活动，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上图：10 月 18 日，江西省上饶市尊桥
乡上乐村内，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文艺轻
骑兵”艺术团成员结束演出后，与村民们
合影留念。

“亲情中华 战疫有侨”主题展开幕

本报北京电 （记者严瑜） 近日，“亲情中华
战疫有侨”——海内外侨界凝心聚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中国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万立骏在致辞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
疫大战，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抗击疫情重大战
略成果。在这场战役中，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
体中华儿女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持续发力，共同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巍峨
长城。

展览由中国侨联主办，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展现侨界在抗疫中
的巨大努力、重要贡献和崭新风貌。由中国侨联
文化交流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本次展
览，包括“迅速响应 广泛动员”“快速集结 驰援
一线”“大爱无疆 海外驰援”“保稳转产 复工复
产”等 8 个单元，展出 200 余件/套珍贵展品，讲
述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积极响应、逆行驰援、投
身全球抗疫的大爱故事，传播各级侨联工作者心
系侨胞、奋力抗疫、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再现
抗疫过程中侨界的一个个感人身影和暖人瞬间。

展览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环节——“包装箱上
的诗词大会”，观众扫描包装箱上的二维码，就可
以了解世界各国人民是如何以诗词和文化打破语
言、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互相加油鼓劲，表达同
心协力共同战疫的美好心愿。

开幕式上，印尼归侨、武汉火神山医院技术
专家组顾问黄锡璆，美国归侨、北京大学第六医
院陆林院士，海归志愿者刘哲和侨企代表爹地宝
贝董事长林斌，分享了各自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的经历与体会。

展览将持续至12月13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纽约华埠小商家的生意受
到了严重影响，房租、人力成本不减，客源却大大减少。
面对经营困难，一些华人小商业者仍选择坚持营业，通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社区贡献着力量：有些店铺整夜亮着自
己门店的灯，希望为华埠增添活力；有些店铺在座位上安
装设施，希望帮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有效防控疫情……
疫情之下，华人商家们的守护带给华埠更多温暖和希望。

尽力回馈华人社区

陈熠是纽约新家家药房的负责人，他在纽约华社经营
药房近十年了。疫情发生后，许多药房选择歇业或停止外
送药品，陈熠却专门招聘司机发展药品外送服务。除了每
日配药、送货给约 200 个家庭外，陈熠还为老人们送去米
粮、纸巾等生活必需品，确保老年群体能在家中避疫，保
障安全健康。

“我们的客人中近九成是老人，他们本身抵抗力弱、行动
不便，其中一些是每天要打胰岛素或服用数种药物的慢性病
患者，也有小部分是居家隔离的新冠肺炎患者。”陈熠说。

外送药品面临感染病毒的风险，店内配送人手频频短
缺，陈熠及合伙人不得不亲自上马。为了保护复工雇员，
店内只要接到疑似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单配送，陈熠都会亲
自揽下送货业务。

“我们会根据药物种类及剂量情况，提前辨别患者病
情。一旦接到疑似病例，送药时就会更加注重防护及消
毒，并通过无接触方式完成配送。”陈熠表示，许多客户都
是他近十年的邻居，药房在疫情严峻时坚持开店服务，以
原价为客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其实不在乎有没有赚到钱，
只希望能尽力回馈华人社区。

守住老华埠的“人情味”

29岁的梁家浩和合伙人许启荣、林立峰在纽约华埠经
营理发店。作为新一代华裔，他们一直希望为振兴社区经
济做点实事。疫情暴发，他们看到一些店铺陆续倒闭后开
始思考，如何让更多人回到华埠。

“只要在华埠任何一家门店消费45美元，就能在我们这
里免费理发。”梁家浩提出这个想法，合伙人一致同意。

几位老人参加了免费理发的活动后，留下和全价理发
价格同等的小费作为回报。老人们表示：“要力挺疫情下年

轻人创业。”来理发的顾客还不断鼓励这些“不走寻常路”
的年轻人，在疫情下创业要克服困难，总有人愿意支持和
帮助他们。

“当你不求回报地帮助别人的时候，受惠者也会反馈给
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就是老华埠的‘人情味’。”梁家浩说。

重回正常工作步调

1992年11月，从纽约大学牙医学院毕业的林茉莉和李
耀星，在纽约华埠开设了蓝天牙科。在近30年的执业生涯
里，两人见证了很多在这里看牙的小朋友长大成人。林茉莉
的办公桌抽屉里还放满了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的玩具。

疫情期间，他们收到了很多患者的咨询信息，如牙痛
怎么办、止痛药怎么吃、孩子牙齿脱落或发炎怎么办等
等。“我几乎每天都会通过电话回复他们。”林茉莉说。

今年5月，停工不到两个月的蓝天牙科终于重新营业，
不少老顾客又回来看牙了。林茉莉和李耀星表示，尽管接
诊会有一定的感染风险，但能回归正常的工作步调，大家
都非常开心。更重要的是，看到老顾客们熟悉的面孔，获
知大家最近都很健康，他们倍感欣慰。

复工后，李耀星要求所有员工进一步加强清洁，并为
诊所添置了高性能颗粒空气过滤器及口腔细菌吸引器，保
证诊所内空气安全。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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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文
艺轻骑兵”艺术团先后走进江西省
上饶市广信区黄沙岭乡蔡家村和尊
桥乡上乐村。艺术团成员们用精彩

的文艺表演，为这片红土地上的父
老乡亲献上了一台丰盛的文化大
餐，为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助力
加油。

侨 界 关 注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印尼
归侨、武汉火神山医院技术专家组顾问黄锡
璆 （左） 与美国归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陆
林 （右） 一起启动展览开幕式。

张宝康摄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坚持营业服务华社 不求回报守护同胞

华人商家温暖纽约华埠
徐文欣

丰收之乐
金秋时节，江苏多地水

稻进入收获期，呈现出一派
丰收的喜人景象。

▲10月 19日，江苏省徐
州市睢宁县魏集镇徐庄村，
农民驾驶联合收割机在田间
收割水稻。

洪 星摄 （人民视觉）
◀10月 18日，江苏省海

安市曲塘镇章郭村，丰收后
的农民绽放笑颜。

向中林摄 （人民视觉）

在自己经营的纽约华埠理发店内，许启荣正为客人理发。
张 晨摄

侨 乡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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