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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举行了名为“地下之
城”的文物展览，展品均为早期硅谷华人移民的出土物
品。此次展览旨在还原 !""# 年美国加州圣荷西市中国城
的旧貌。展览的创办者荣美立希望把“城下之城”继续推
广到纽约、西雅图等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在美华人的早期
移民史。

共保历史和文化

斯坦福大学“地下之城”文物展，并不是美国华人艺
术家荣美立创办的第一个以早期华人移民史为主题的展
览。她早在 $%%& 年就在爱达荷策划了一组关于华工修建
铁路、开采金矿的展览，并在去年与圣荷西当代艺术博物
馆合作，首次将中国城挖掘物品公诸于众。

最近，越来越多的华人民间组织认识到了保护早期华
人遗址、完善海外华人移民史的重要性。

据美国《侨报》本月 '日的报道，美国南加圣博纳迪
诺县中国城遗迹目前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多个华人团体纷
纷表示，要力争保住“中国屋”。

加拿大纪念铁路华工基金会创建了名为“连接的纽
带”的网站，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和采访数据，记录了华
工在加拿大上百年的历史。

不只民间团体，各国政府组织也为华人历史的传承出
力。新西兰政府曾设立一笔 (%%万新元的基金，资助新西
兰华人历史研究、文化和语言保护等工作。

加拿大境内的 )处华人遗址，包括维多利亚华埠、温
岛哈宁角华人坟场和巴克围致公堂，都被评为具有国家历
史价值的景点。

同忆奋斗与艰辛

广东省中山市博物馆华侨文物征集组人员在工作中深
深体会到，每一件文物，都反映着海外华人不懈奋斗的历
史。一张泛黄的收据的背后，是 $% 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人
在当地水果业一度辉煌的曾经。从那些简陋的洗衣板和烫
斗中，又可以看到早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华侨洗衣店的蓬勃
发展。

然而，那些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却长期处于屈辱和
黑暗之中。去年 *+ 月，广东省东莞展览馆展出了 !%% 多
幅旧版画、照片等历史文献资料，展示了清末大批华工在
所谓“卖猪仔”过程中的不幸遭遇。

最早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华人也面临相似的命运。
!' 世纪的淘金热掀起了一股华人移民潮。!""$ 年美国通
过了臭名照著的“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入境，并于 !'!%

年在天使岛设立移民监狱。无数华人在暗无天日的拘留中
丧生，而残害他们的罪证“天使岛”则永远地保留了下
来。

事实胜于雄辩，移民史展现出的历史真相，任何国家都
不能熟视无睹。$%%,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就 *'$-年的
排华法案和不平等的“人头税”道歉。$%*$年 ,月，美国正式
以立法形式就《排华法案》向全体美国华人道歉。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对于很多致力于保护早期移民遗址的华人来说，全世
界的华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古老的早期建筑
则寄托着一种浓厚的情感。在他们看来，这些遗迹的保
存，不仅能宣扬文化传统，也能帮助后代人了解当时华人
的生活、缅怀祖先的奋斗史。

事实上，早期华人移民在采金矿、修铁路的同时，也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历史，不仅仅是
海外华人的历史，也是所在国历史重要的一部分。

托马斯·索威尔在其著作 《美国种族简史》 中称，在
很多方面已融入了美国社会的华人群体，仍然保存着自己
独特的价值观和种族认同感，这在美国种族史上绝对是
“可观的成就”。而华人勤奋好学的传统，也使他们在当地
的地位不断提升。

$%*$年 "月，澳大利亚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表彰华
人移民为澳大利亚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

为纪念华人移民巴西 $%% 周年，巴西联邦参议院于
$%*$年 *$月举行了特别大会，向旅巴华人华侨为巴西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成就表示敬意。

荣美立在重现早期华人移民史的过程中采访了很多老
一辈华人。她坦言，许多人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历史，
但他们最终都将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述出来。因为他
们明白，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海外华人：

守护移民史 共筑未来路
张 红 雷 蕾

据中新社电（朱峰）近日，第八届加拿大
杰出华商颁奖盛典举行，该年度活动由加拿大
中华商会主办，旨在开拓中加经贸发展商机，
提升华商在加拿大社会的整体形象与知名度。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利应邀出席，他对
颁奖盛典的成功举办和各位获奖者表示祝贺，
并向各位来宾致以农历蛇年新春的祝福。加方
联邦、省市三级政要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中国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致赞同保持和发展中
加关系，并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加在各领
域的友好合作与交流。

!德国
柏林举办京剧专场演出

据中新社电（苏丹）日前，应柏林中国文化
中心邀请，南京市京剧院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一
行 $(人，赴德国首都柏林，为德国观众倾情演
绎了京剧经典折子戏。南京市京剧团成立于
*',$ 年，每年上演大量优秀传统戏、新编历史
剧和现代戏，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还曾先后赴澳
大利亚、日本、印尼、美国、韩国、英国、瑞典、挪
威、希腊等国家访问演出，广受观众好评。

图为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京剧专场演

出的中青年艺术家。

●北京
国侨办举办离退休干部团拜会

据中新社电 近日，国务院侨办在办机关
举办离退休干部 $%*- 年新春团拜会。国务院
侨办主任李海峰出席团拜会并代表办党组向老
同志拜年，并衷心祝愿老同志新春快乐、身体
健康、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继续关心侨务工
作，为侨务工作发展建言献策。

会议指出，$%*$ 年是侨务工作科学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的一年，侨务工作各项事业的发
展，离不开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新
的一年里，侨办的工作，包括离退办的工作，
希望继续得到老同志的关心、支持和批评。

海 内 外 侨 讯

!加拿大
第八届杰出华商颁奖盛典举行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美加州出台法案：自 $%*-年起，部
分“家庭制造”的食品可以贩售，但肉类食品仍是禁止“家庭
厨房”生产贩售的。

“家庭厨房”服务社区

以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同胞，总是会到中餐馆去寻
找各地美食。现如今，人们可以走街串巷，来到华人社区中
的“家庭厨房”，享受比中餐馆还要地道的中华美食。

居住在洛杉矶拉朋地的李先生，来自山东。他做出的
“山东大馒头”在当地小有名气，到他家买食品的顾客络绎
不绝。他家也销售发面饼、葱油饼、手抓饼、包子等各种主
食。因为口碑好，在儿子的帮助下，李家开拓了市场：将加工
好的面食冰冻起来，送到华人聚居地区的小商店里贩售，与
店家分享销售利润。

除了吸引居住在附近的客人外，有些店家打出广告，为
自己的食品赢得更多的销路。肉粽 *,美元 *%个，零售 $美
元 *个，小笼汤包 $%美元 (%个，荠菜馄饨 *(美元 ,(个
……这些都是南加华文媒体上可找到的“家庭厨房”广告报
价。为了能配合顾客的时间，很多“厨房”的产品都接受预
订：一般早上订货，下午就可以取货了。

方便实惠，质量有保证

“家庭厨房”之所以越来越火，不仅在于菜肴符合华人
口味，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华人社区，方便快捷、价格实惠。同
时，店家用信誉保证食品质量。据统计，“家庭厨房”里的食
品售价比一般餐馆的外卖便宜很多，比超市的价格也便宜
$%.左右。除了价格实惠，食品的原材料也有着严格把关：绝
对卫生、新鲜。因此，特别受到精打细算的主妇青睐。

主妇们喜欢购买“家庭厨房”的食品，上班族更是离不
开它。家住罗兰岗、在洛杉矶城中区上班的孙先生与妻子都
是上班族，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要上班，下班时接完孩子
回家根本没有煮饭的时间，但是全家天天去餐馆吃饭又太
贵。最终，偏爱中华美食的这一家人便常在家附近的“家庭
厨房”解决吃饭问题。几年下来，他们一家 ,口都离不开“家
庭厨房”了。

经营仍需正规化

为保证规范经营和顾客权益，加州政府出台法案并规
定：从 $%*-年元旦开始，业者需要参加加州公共健康局食品

卫生操作规范培训，获得许可证之后，才可以将“家庭厨房”
制作的食品公开销售。允许家庭制作的部分不含肉类的烘焙
食物、糖果及干面条类的产品对外出售。同时，总销售额不能
超过 -/(万美元。到 $+!(年才可以有 (万美元的销售额。

不过，随着“家庭厨房”逐渐兴盛，市面上也出现了
一些私人贩售食品的现象，包括肉粽子、台式香肠、广式
烧肉等华裔人士喜欢的食品。但是，这些食品都不在“家
庭厨房”的合法销售范围内，食品安全也存在一定隐患。
这些非法贩售食品的业主钻了一时“空子”，却很有可能
后患无穷。

专家指出，规范合法的经营才是发展的正道。根据正规
的法律程序登记注册，并购买商业保险，保证产品质量，及
时报税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顾客的信赖，才能让店
主无后患之忧。相信在日益完善的经营下，会有更多的中华
美食通过“家庭厨房”流传海外，让华人同胞们大饱口福。

加州华人“家庭厨房”渐红火
邢若宸

据日本 《中文导报》 14日报道，年仅 28

岁的在日华人研修医生吕富永因长期加班、积

劳成疾而猝死家中，这是日本首位被认定为

“过劳死”的外国人研修医生。

日本医生严重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在岗医生

往往过度劳累。据悉，吕富永去世前，每月平

均加班时间超过 80小时，最多的时候曾达到

121小时。

这绝不是个例。据西班牙 《华新报》 报

道，2011年 11月，马德里一位 38岁的温州

商人因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当天夜半时分，

他仍按照惯例在自己的店里忙碌，却不料突然

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过劳死”频见报端，凸显海外华侨华人

健康困境。华侨华人在异国谋生，实属不易。

他们割舍儿女情长，背井离乡闯荡天涯，为了

解决生计问题，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凭借坚

忍的意志在陌生的环境里打拼。

然而，面对文化、生活习惯等诸多挑战，

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形单影只、无依无

靠者，为了安身立命而透支身体、终日劳作。

他们往往健康意识淡薄，身体不适就咬牙扛

着，得了病很少求医问药，更别提坚持日常锻

炼和保养了。

然而，事业绝对不是逃避健康问题的理

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成功人生

的前提条件；当人已不在，自己的豪情壮志、

家人的殷殷厚望也都随之灰飞烟灭。

试想，年轻时仓促挣钱把健康抛在脑后，

上了岁数患了重病不得不将血汗钱砸向医院，

苦心积累的资本到头来却打了水漂，如何能不

叫人扼腕叹息。

疲于奔命的华侨华人，请放慢疾行的脚

步。在艰苦创业过程中，不要忘记提醒善待自

己，珍惜生命。要抓住一切机会加强锻炼，补

充睡眠，防止疾病的侵袭；要学会积极的自我

调节，坦然面对，培育乐观的心态。

“磨刀不误砍柴工”。真正的智者顾及事业

也不忘健康，珍爱生命是对自己负责。华侨华

人在奋力赶路的同时，也当忙中偷闲、劳逸结

合，正视健康问题，积极改善体质，打造真正

“无坚不摧”的强健体魄。

别拿健康

明天
崔亦谦

赌

美国圣博纳迪诺县中国城遗址上的“中国屋”。

美国游客在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观看早期华人移民文物。

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所使用的信封和收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邮

政局与华人小区同庆农历新年推出的蛇

年邮票于16日在全美同步发行。

蛇年邮票的首日发行礼 16日早上

在旧金山市政大楼内举行，由旧金山市

长李孟贤主持。过去美国邮政局为配合

贺年邮票首日发行礼同时在会场出售新

邮票，但今年发行礼只举行庆祝仪式，

不设售卖邮票摊位。

蛇 年 邮 票 的 面 值 为 “ 永 远 ”

(Forever)，适用于以后一般信件的基本

邮价，不受邮票涨价影响。每张蛇年邮

票共有 12枚，售价为 5.40美元，单一

邮票的售价是45美分。 （中新社发）

美国推出蛇年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