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华人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发表 !"#$年新春贺
词。全文如下：
亲爱的侨胞们、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

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旅居

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和广大归侨侨眷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新春的祝福。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

要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

成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

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

和谐，各项事业全面推进。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

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更加幸福，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2012年，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

意义的一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描绘了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

蓝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

侨胞们、朋友们，

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结果。长期以来，广

大海外侨胞秉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爱国爱

乡的赤子情怀，在成就自身事业的同时，为祖（籍）

国的发展进步，为中华文化的代代相传，为中华民

族的全面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借此机会，我谨代

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

繁荣发展的广大海外侨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侨胞们、朋友们，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始终关心广

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去年，国务

院侨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侨务

工作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

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

一大业”。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

为侨服务”的宗旨，全面推进侨务工作科学发展，尽

最大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广大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

侨胞们、朋友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中国

梦”，伴随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今天正逐步变为现

实。让我们共同携手，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谱写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篇章！

衷心祝愿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新的一年

里吉祥安康，事业兴旺！

据《欧洲时报》报道，为满足广大中法消费者
对年货的需求，法国华资企业陈氏兄弟公司搭起
春节专柜，售卖中国传统特色食品。

传统食品热卖

陈氏公司旗下各商场的年货专卖场售卖的商
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不仅有角仔、笑口枣、老婆
饼等粤式糕饼，还有糖莲子、糖马蹄、糖莲藕等什
锦凉果礼篮。在美国，各大华资商家也早已行动起
来。据《世界日报》报道，#月初，数十种年节甜品在
加州的华资超市上市。

中国传统食品在海外市场“面世”也费了售卖
者不少心机。陈氏公司的张雄经理说，由于欧盟对
食品进口检查严苛，中国食品顺利上架堪称艰巨

的任务。而夏威夷超市经理林安迪也表示，虽然经
济环境欠佳，但他们还是尽量多供应一些品种。

年夜饭预订火爆

年关将至，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最
重要的莫过于阖家团圆的年夜饭了。不过，想在海
外吃顿中式年夜饭似乎也并非易事，因为很多中
餐馆已被人“捷足先登”。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吃腻西餐的当地华
人为了吃顿中餐年夜饭“解馋”，纷纷提前几周就
开始预订餐馆及菜式，即使这样，很多小有名气的
中餐馆已经一房难求。

英国的中餐业也“由冷转暖”。虽然前一段时
间伦敦的中餐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但近期预订

中国式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除了颇受欢迎的粤
菜，川菜、东北菜等其他菜系也走俏年夜饭市场。

打造家庭美味

临近年关，海外华人家庭也使出浑身解数，在
厨房大展“中式”厨艺。据美国《侨报》报道，由于天
气寒冷、产量下降，很多做中国菜必备的食材明显
涨价，不过，当地华人还是精打细算、比价议价，以
较低价格买下食材以备后续之用。

在加拿大，华人大量购买腊味食材导致货源
紧张。据加拿大《明报》报道，临近年关，腊肉、腊鸭
和腊肠销量大幅增长，几近脱销；合利腊味公司负
责人李国荣说，他公司的员工不得不“全军上阵”，
加班加点赶制腊味。

美国的邹先生说，为了做“发菜蚝士”这道年
夜“招牌菜”，他每次回广东老家时都要捎些发菜
回来。看来，为了心中理想的家乡饭，连食材都要
“远渡重洋”。

伴随着农历新春佳节的到来，“中国味”香飘
海外、日渐繁盛，在满足华人食欲的同时，更让人
们感受到中国浓厚的饮食文化氛围。

身在海外，春节无疑是华侨华人一年中
最大的事。我第一次受邀国外的春节晚会是
在 !%"& 年。那时，匈牙利一家中国酒楼邀
请当地政要、华侨华人等参加他们举办的春
节晚会。

晚会开始时，老板以“年兽”故事向客
人介绍了中国春节的来历，随后参加晚会的
华人开始独唱、山东快板和舞蹈等。

我也受邀自弹自唱了中国歌曲《故乡的
小路》，这时一对匈牙利中年夫妇在踏着歌
声缓缓跳起舞来，其他匈牙利人也纷纷加入
了舞蹈的行列。

走下舞台的匈牙利客人邀请在场的华侨
华人跳舞，有人愉快地接受了，有人腼腆地
拒绝了，不过大家的笑容都挂在脸上，可以
看出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之后，市长豪尔马特起身致辞。他说，
中国春节从此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重要节日。
中国酒楼的落户，不但给当地人带来了遥远
东方的美味佳肴，还带来了辉煌灿烂的中国
文化。

豪尔马特向老板赠送了一只刻有自己名

字的铜铃。在匈牙利，如果营业时有人敲响铜
铃，那么敲铃人就要为所有在场的客人买单。

侍者上前接过铜铃并钉在墙上，甜食店
老板帕塔基接着敲响了它。起初客人一愣，
随即全场掌声四起，欢声雷动。

说完，乐队奏起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
久天长》，豪尔马特用匈语激情地演唱起来。
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被莫名的感动所激
励，走上舞台指挥客人一同唱了起来。后
来，所有人干脆聚在一起拥抱、跳舞，直到
舞会结束。

这家酒楼此后每年都举办一次春节晚
会，我还在欧洲时每次都会受邀参加。上
周，我又接到了酒楼老板的邀请电邮，虽然
此时我身已在中国，但我的心瞬间飞向匈牙
利，因为我在那里留下了太多难以忘怀的记
忆。

作者简介：刘巍，女，1968年生于天

津 ，1996年旅居匈牙利，2009年于李斯特

音乐学院读博期间组建了匈牙利华侨华人合

唱团，2012年作为海外特殊人才被天津音

乐学院引进，目前在该校教育系任教。

最近，关于春节“国际化”又有好消

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报道，菲

律宾华人争取将春节列为“特别非工作假

日”的法案于 1月 28日在国会参众两院

获得通过，待总统签准后便可成为法律。

该成果凝结了当地华人六年的汗水。

在菲律宾华商商总等领袖团体的不懈争取

下，国会议员不断提交议案并谋求广泛支

持，在经历数次失败之后终于迎来了希望

的曙光。

春节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追捧，海外

华人的奋力而为功不可没。

近年来，海外华人的数量不断增多，

分布也日趋广泛。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庄

前进介绍，“菲律宾约35%的人口有中国

血统”。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并改变

着住在国的人口结构。

海外华人保持着吃苦耐劳、勤奋克己

的优良品质，在各种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和财富，为住在国的经

济建设和发展增添不少亮色。这是他们赢

得尊重的关键。

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意识到推

广春节文化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手段促使

中国春节“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华裔

政界、商界人士的“大动作”频频亮相，

华人社团、华人职业联盟等也推波助澜。

他们发扬春节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行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认可。

海外华侨华人的努力仍在继续，从未

间断。在美国，纽约州参议员史葛静正积极运作由华裔国会议员

孟昭文提出的、呼吁纽约市公校农历新年放假一天的提案；西班

牙的华人社团也在为春节彩妆游行列入政府年度工作日程而奔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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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圆“中国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2013年新春贺词

2013年2月6日 星期三

责编：孙少峰 邮箱：guojihwb@126.com

心系侨胞，意暖寒冬。2013年春节前
夕，全国各级侨办侨联纷纷深入侨乡社区、
侨属侨资企业，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解燃眉
之急，排民生之忧，暖侨胞之心，为他们送
去党和国家的关怀与祝福。

广东：弘侨爱暖侨心

广东省春节前夕积极开展“弘侨爱，暖
侨心”慰问活动，以回馈社会、造福桑梓为
理念，深入农场、社区、企业，倡导侨区侨
企多做实事解决难题。

中国侨联有关部门负责人 1月 27日来
到湛江市奋勇经济区调研走访，号召以民生
出发帮助困难归侨重树生活信心，多做实事
好事，确保侨区和谐。

1月中旬，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的慰问组
赴梅州蕉岭华侨农场看望归侨困难户，希望
他们重树信心，乐观生活，并投身当地经济
与社会建设。

福建：帮扶特困归侨

福建省近期的侨务工作重点之一是慰问
贫困、高寿及重病归侨侨眷。福建省积极开
展“关爱工程———送温暖慰问活动”，走村
串户、嘘寒问暖，关心特困侨属的生产生活
情况。

1月 20日，国侨办副主任马儒沛来到
厦门竹坝华侨农场，当了解到印尼归侨曹国
新、龙观新饱受重病折磨时，马儒沛叮嘱地
方侨办要千方百计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福建省侨办副主任、福建省侨联副主席
分别于1月22日、31日率队赴南安市、三
明市造访贫困归侨，为长期生病、瘫痪在床
的困难归侨们雪中送炭。

浙江：访侨企话创业

作为侨商大省，浙江省积极走访侨资企
业，拜会华侨企业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
福，勉励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创业投资，将
自身发展与浙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1月 19日，温州市侨办主任会访奥地
利温籍侨商金剑平先生，对他支持家乡建设的行为表示感谢，并希望他能继续
留在温州，响应“温商回归”战略的号召。1月29日，杭州市侨联主席走访
杭州海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赞扬其团队运营模式效果明显，鼓励其在新侨创
业、招才引智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西北：“走亲戚”再启程

西北地区春节慰侨“探亲”之行再次启程。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一行1月
17日赶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贫困
村民送去大批物资。国侨办 14年来共为该县落实捐资、引资折价 1.1亿元人
民币，任启亮也亲切地称此行为“走亲戚”。

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1月23日来到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阿克苏乡看望归
侨侨眷。次日，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在宁夏银川慰问贫困归侨。他们积极听
取归侨们反映生活中的困难，并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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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侨办领导慰问竹坝农场贫困归侨

当地时间2月2日，休

斯敦火箭队主场迎战夏洛特

山猫队，当天距中国农历蛇

年春节还有一周时间，火箭

官方为了庆祝这个全球华人

共同的节日，特别安排了具

有浓郁中华民族风格的舞狮

表演。在火箭主场的赛地，

还特别进行了中国龙的装

饰。一时间，迎来许多球迷

观赏，并纷纷与中国狮合

影。 贾 忠摄

火箭主场

舞动中国狮

“中国味”香飘世界
崔亦谦

匈牙利春晚的歌声
刘 巍

国侨办主任李海峰

本院于 !%&$年 &月 &'日受理原告吴志祥等 (名船
员与被告宝利船务有限公司 （)*+, -./0 +0.11.23

/4567,85）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已依法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对被告所属的“宝利（)*+, -./0）”轮予以
扣押。因被告宝利船务有限公司不履行本院民事裁定书
确定的责令其提供担保的义务，本院于 !%&$年 &月 &9

日作出 （!%&$） 武海法拍字第 %%%%!!%%%%' 号民事裁
定，决定强制拍卖该轮。现已成立“宝利”轮拍卖委员
会，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南京对该轮进行公
开拍卖。凡愿参竞买者，可于 !%&$ 年 $ 月 &9 日 &' 时
前，向该轮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 !% 万元
竞买保证金。该轮所有人为宝利船务有限公司。凡与该
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
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
偿的权利。
“宝利”轮于 &;<!年建造完毕。总长 &%(5(&=，型

宽 &(5$$=，型深 <59=，总吨 $;&&,，净吨 !9$%,6载重
吨 (9'%5(,，主机功率 !<(%>?。

拍卖委员会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号奥体名座武汉海事法院南京法庭。

联系人姓名： 惠林

联系人电话：!"#$%&&'("##

传真：!"#$%&&'("##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法院
公 告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