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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各
种不确定中，我们依然积极奋发、不
断向前，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努力着。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无论给国际
社会还是每个个体都带来不小的冲
击和改变。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
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
的积累，往日的烟火气终于逐渐回
归。身在澳大利亚，悉尼情人港人流
多了起来，唐人街美食也开始唤醒人
们的味蕾，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年
轻人都渐渐活跃起来了，近来也清晰
感受到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不久前恰逢中澳签署建交公报
50周年，中澳外长会面后，双方发表
了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
明，同意中澳关系应符合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定位，将保持高层交往，

启动或重启双边关系、经贸、地区和
国际问题等领域对话沟通，支持两国
人文交流。这让两国人民打心底里
高兴，我一直希望贡献个人微薄之力
为两国增信释疑，与同胞们一起努力
搭建好中澳沟通的窗口和桥梁。

2023年我最期待的就是回国看
看。见见许久未见的父母家人，很想牵
一牵母亲的手，很想念母亲做的饭菜、
家乡的山水，想念和大家再次拥抱的
感觉。过去我总是一有空就荣幸地接
到祖国多所大学的邀请，回国讲学、交
流，现在更是想看看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新年
的钟声即将敲响，在此给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读者拜年！愿大家新年都
能与所想之人团圆，与所盼之事相
逢！愿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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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兔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我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侨胞，给祖
国人民拜年了！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中日邦
交正常化50周年。在这一年里，尽
管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但我们在日华
侨华人仍然克服困难，为推动中日两
国关系行稳致远积极贡献力量。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
年，回顾两国科技交流合作成果，增
进中日科技界友好合作，去年9月，
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与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共同主办了“共创共赢”科技创新系
列活动之“中日民间科技创新高端
论坛”。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到场
致辞，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
博发来贺电。论坛分别在中国北京、
济南、温州和日本东京设立会场，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论坛
上，与会嘉宾共同回顾了50年来中

日两国在科技领域合作与交流的成
果，大家都期待中日两国在科技领
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和人类的持久夙愿。过去一年，我
们为中日之间的“和”不懈努力。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年，新的一年里，我们在日华
侨华人还将倾尽全力，积极开展促
进两国友好的各项活动，让更多日
本民众了解中国，继续为和平友好
的中日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开
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给全国人民
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指明前进方向。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伟业！中国必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世界也必将因中国而更和谐美好！

祈愿新年的美好祥和
● 林大旺 沙特阿拉伯华商联合会创会会长

期盼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 李怀玺 美联储原工作人员

每到年末，人们都会有各种
辞旧迎新的期盼。回望新冠疫情
中的 2022 年，有失落，但更多的
是收获。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然袭
来时，我刚办完美联储的退休手
续。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回国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和周游世界的

“退休计划”。宅在家里的时间多
了，想干的事倒也不少。2022 年
初，我开始梳理回顾自己从事美
国货币政策相关工作的 20 年经
历，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写了
一些总结性的评论纲要，期盼以
后能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

2022 年，我重新燃起了学习
的念头。随着年龄增长，大学和研
究生课程里学的数学和统计学知

识，由于用得不多，开始变得生
疏，很多过去熟悉的公式也渐渐淡
忘。于是我又翻出当年的课本，做
起了当年的习题，既给自己“充了
电”，又找到了乐趣。我的儿子在
去年收到心仪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录
取通知书，即将步入大学课堂，这
是我们家的一件大喜事。

与此同时，疫情再次提醒我们
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我对户外健身
活动的兴趣由此大增。

展望新的一年，我对未来充满
期待——期盼疫情早日结束，地区
形势更加稳定，中美关系平稳发
展，全球经济复苏，每个人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借此机会向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读者拜年！祝福大家身体
健康，万事胜意！

过去的 2022 年，是极不容易
的一年。新冠疫情让我们的生活节
奏受到影响，所幸祖国各级政府关
爱着旅沙侨胞，丰富齐全的防疫爱
心物资帮助旅沙侨胞们安全度过了
这一年。在沙特生活的华侨华人同
胞们，也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022 年对于旅沙华商也是充
满惊喜的一年。沙特作为阿拉伯地
区的大国，不断出台新政策，鼓励
投资，积极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是
2022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应沙特
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邀请，出席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国
同阿拉伯世界、海湾阿拉伯国家、
沙特阿拉伯关系新时代。

旅居沙特20多年来，我见证中
阿、中沙友好合作走深走实，不断迈
上新台阶，与20多年前相比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在基础设施、
投资、劳务、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蓬勃开展。我将继续协助中国企业
与沙特各界开展友好合作，为双方搭
建桥梁，将自己在沙特打拼积累的成
功经验与大家共享，尽可能让新进入
沙特市场的同胞少走或不走弯路，共
同为中沙经贸合作添砖加瓦。

我们对 2023 年的中国和世界
充满信心，祈愿新年的美好祥和，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在兔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给
祖国人民拜年了！愿不断抗击疫情的
我们更加坚强勇敢，日子越来越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为推动中俄经贸往来贡献力量
● 朱余克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执行会长

深刻感到祖国的强大
● 张凤龙 喀麦隆永兴电缆及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
那年，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转
眼间 15 年过去了。回望 2022 年，
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管理的企
业，都经历了很多困难，也收获了
很多感动。

新冠疫情让我的生活充满各
种挑战。所幸我们在疫情期间收
到不少来自祖国的温暖与支持，
疫苗、口罩、手套、防护服等防
疫物资通过大使馆和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送达我们手中，中非对口
医 院 合 作 机 制 挽 救 了 众 多 的 生
命。疫情让我们更深刻感知到祖
国的强大，也更真切体会到健康
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

过去一年，我管理的企业也遭
遇了原材料涨价、海运费翻倍、供

应链受阻等不少困难。但无论外部
环境多么艰难，我和同事们始终坚
定信心，咬牙坚持，相信风雨之后
必有彩虹。

近期最让我们激动的，莫过于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将新
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
于我们而言，回家更方便了，和国
内伙伴的经贸合作更顺畅了。农历
春节即将到来，我们有信心勇敢迎
接挑战、寻求更多突破、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

新的一年，我将以更积极主
动的姿态，拥抱变化的世界，把
握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让生活
更加精彩。祝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读者兔年大吉！新年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四海同庆 兔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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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
癸卯大吉
玉兔呈祥，玉宇飞霞，

五洲四海迎新岁；
春风送暖，春花绽锦，

万水千山乐盛时。
潘衍习撰
苏士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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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迎春，全球欢悦！我在
俄 罗 斯 莫 斯 科 恭 祝 全 球 华 侨 华
人：新春快乐，福满安康，万事
如意，兔年吉祥！

2022 年是中俄经贸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的一年。去年中国对俄
罗斯进出口 1.28 万亿元，中俄贸
易保持了稳步增长，双边贸易额
再创新高。相信许多朋友从俄罗
斯食品近来在中国网店的火爆销
售中，就能充分感受到中俄经贸
往来的热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中
俄两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
等 领 域 的 大 型 投 资 项 目 进 展 顺
利，5G、跨境电商、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动能不
断涌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
俄罗斯，中国的汽车、电脑等产
品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品牌

认知度不断提升。广阔的投资空
间和多重政策利好，为在俄华商
和华侨华人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新 时 代 中 俄 关 系 将 继 续 向
前。相信中俄双方会始终坚守合
作初心，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战
略协作，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
为全球伙伴，努力为两国人民创
造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
定性。我愿同俄罗斯华侨华人青
年联合会的同仁一道，继续为中
俄友好交流、互助合作积极牵线
搭桥，为两国人民迈向更美好的
生活注入蓬勃的青年力量！

展望新春，我们充满无限期
待。期待中俄贸易往来更加畅通
便捷、双方经贸合作迎来更大发
展、文化艺术等交流更加多姿多
彩，我们也有信心为此贡献更多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