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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正值春节，海外华侨华人用自己的方式回首往
事、展望未来。从众多的华人故事可以看出，他们在积
极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不忘将爱心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
落。

团结互助谋发展

现如今，海外华侨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举足轻
重：华人商铺遍地开花、华商企业遍布全球，华裔面孔
跻身政坛等等。华人能在海外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离
不开彼此的团结与互助。

今年是苏里南华人移民 "#$周年，在这里生活的华
侨华人秉承着和谐友爱的优良传统，把日子过得蒸蒸日
上。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每当华人报纸登
出谁家有困难时，大家都会慷慨解囊，使受难者及时得
到救助和周济。

除此之外%新老华侨之间关系非常融洽。老侨会在

生活、事业上主动帮助新侨，使他们更好地融入
当地社会。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说：“从整体上
讲，苏里南华侨华人是我见过最团结的海外侨
民。”

不断壮大的各国华人社团，也为当地华人提
供了更贴心的服务。今年元旦前夕，捷克成立了
第 "& 个华人社团———金色时代友好协会，该协
会旨在为当地华侨华人特别是退休同胞，搭建同
舟共济、相互联络的平台，并团结兄弟侨团共同
开展活动。

致富不忘祖国情

在华侨华人的心底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
乡百姓，关心着祖（籍）国发展。当祖国面临天
灾人祸时，海外华人纷纷挺身而出，积极帮助国
民度过难关。'$$(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华人同

胞们纷纷为灾民举行悼念活动，中国政府更
收到了来自新西兰、越南、比利时等世界各
地华人捐助的善款物资。
“每逢佳节倍思亲”。蛇年春节之际，心

系祖（籍）国的海外华侨华人送来了深深的
问候。

今年 "月底，著名澳籍华人企业家、慈
善家、澳大利亚纸业大王魏基成和他的“天
籁列车”爱心团队，向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
治县、武定县失聪残疾人士、困难群体捐赠
市值约 '$$$万元人民币的物品。魏基成说：
“我有做善事的心，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会
继续做善事，不会停下来。”

促进友好一家亲

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升华
人形象，许多华人社团主动承担了相应的社

会责任与义务，向住在国政府、民间机构等传递友谊信
号，让华人的慈善事业帮助更多的人。义举献爱心、传
友好的同时，也为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据欧华社报道，春节前夕，加泰罗尼亚福建工商
会会长陈庸光先生、副会长徐玲玲女士前往 )*+,-./0

区的一所社会福利院，向该机构负责人安娜贝尔女士
捐赠 "1#$ 欧元的善款，用于资助本区家庭困难的儿
童。

拿到善款后，)*+,-./0 区政府负责人感慨地说：
“加泰罗尼亚福建工商会是第一个主动联络我们的移民
团体，并且还为困难的儿童进行捐赠，我代表区政府非
常感谢福建工商会的善举。”他还希望从今天开始能和
来自中国的移民社团保持联系，在经济、文化包括政治
等方面建立交流和沟通。

工商会陈庸光会长表示，当前西班牙正经历着严重
的经济危机，失业率高居不下，困难人群增多。作为当
地的华人社团，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并与侨居国人民同
舟共济、荣辱与共，不仅要帮助自己的侨胞，也要帮助
侨居国的困难人士。

年关将至，身居异国的华侨华

人，你们可否安好？

也许，受限于事业学业，或迫于

经济压力，未能如愿以偿踏上回国返

乡的旅程。难以了却的归意，与不近

人情的现实相互纠缠。

还好，借助现代的媒体及通讯技

术，依然可以感知遥远东方的节日心

跳。打开电视，便能接受来自祖籍国

的祝福；架起网络，便能聆听海内亲

眷好友的问候。

故土虽远，心却能跨越地域之阻

隔。春节是一种信仰，将所有中国人

的心紧紧相连，交织成一张无形的

网。海外华侨华人的浓浓中国情，汇

聚成澎湃的江河，在思想的空间里奔

流，消隐了坐标与维度。

回首农历旧年，为生活和事业打

拼的海外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不

息，在看似平凡的工作中缔造不平凡

的奇迹，书写着中国人勤奋、踏实的

秉性，将中国梦延拓至世界的每个角

落。

无论是游行捍卫唐人街的坚定决

心，还是声援保卫钓鱼岛的壮志义

举，海外华侨华人敢于发声，勇于行

动，弘扬了爱憎分明的价值观，彰显

着中国式的正能量，在历史的画册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听说经济危机下很多华侨华人度日艰难，当听说

欧洲某些地区的华商遭遇严酷打压致使多年的心血付诸

东流，我难以想象他们承受的煎熬，更难以平复源自内

心的伤痛。

但是，未来依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上。春节象征着希

望，预示着新生。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不会湮灭，海外

华侨华人当迎难而上，用智慧和勇气开拓出一片新天

地。

自强和自信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当置身逆流，我们

乘风破浪，驾驭命运的舵桨；当身处黑暗，我们仰望星

空，期待不远的朝阳。

中国人尤为重视春节，这正是烙刻于心的文化基因

和涌动于胸的民族血性。海外过年不孤单，共同的理想

和信念让我们感受到凝聚的力量。海外华侨华人守护着

中国精神之火种，而正是这星星之火，却足以点亮整个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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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 '月 1日首次就移民问
题进行讨论，移民改革方案有望于本月 "'日公布。据悉，移民政策改革，作
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中的重点之一，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新政策日趋开放

中国社科院 '$"$年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已显示，“中国史上第
三次移民热已经发生，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人选择移民海外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美国等国家
日益开放的移民政策。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全面移民改革法案开跑，给了奥巴马总统
2&3选票的亚太裔也不缺席。全美预计有无证移民 ""$$万人，而亚裔无证
人士有 "$$万人。数据显示，'4&的亚裔支持全面移民改革。

奥巴马曾于 "月 &5日指出，他有信心在今年通过移民改革案，而移民
政策应向理工科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

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部长康尼 "月 '6日宣布，加移民部将从 6月 "日
起设立一项着眼延揽海外高端精英人才和企业家的新“创业”移民计划，这
将是加国企业家移民制度的重大改革之一。

另外，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宝文此前表示，澳政府正建立可靠的劳动力及
移民小区和谐，希望与亚洲，尤其中国，发展紧密关系。

新移民直面困难

大部分中国移民都在尽最大努力，试图从文化上融入移民所在地的新
环境、让自己被社会接受。可惜，这并不容易。

对于移民海外的中国移民来说，语言关常常是难以逾越的困难，这极大
限制了他们的社交圈。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通讯与公共事务部的调查报告
显示，美国的中国内地移民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人仅占 27#3。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加拿大联邦移民部近日公布了全新的联邦技术
移民计分筛选方案，对现行的联邦技术移民评分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大
幅提高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另外，适合华裔移民的专业工作难找，“本地工作
经验”这个要求就把很多人挡在门外。

纵观各国移民新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张开双臂，以多多益善的态
度对待移民。

英国内政部 "月 '(日宣布，将改革原有面向移民的英国生活知识考试。不少媒体吐槽称，
这让考试更像一场“精英学校的入学试”，让外来移民融入英国时绕了远路。

而据《世界日报》的分析，美国 '5"&年移民改革虽然有希望，但却不会一帆风顺。

全球迁徙新时代

综合媒体报道分析，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全球迁徙时代已经悄然
来临。'5"'年末发表的“华侨华人蓝皮书”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海外移民数量
不断增加，华侨华人如何在异国他乡自强发展，与所在国人民和睦相处等，都已经成为中国
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蓝皮书还指出，随着新移民人数的增加，华侨华人从业范围开始走向多元，他们不再局限
于餐饮、商品批发与零售、超级市场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开始涉足金融、医疗卫生、文化创意
及房地产等智力密集型产业。“纽约移民联盟”执行总监洪贞和说，合法华裔移民数量的增加，
将会大大加强亚裔在美国的声音及力量。

越来越多的华裔移民也开始改变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越来越多出手阔
绰的买家，越来越多的中文标识和服务，越来越多中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越来越多华
人面孔的议员……华裔移民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应
对
移
民
潮
各
国
忙
出
手

雷

蕾

海外华侨华人

携手传递 正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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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由国务院侨办与中央电视

台合作推出的“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2013全球华侨华人新春晚会”

已在北京完成录制，为全球华侨华人

送去新春祝福。宋祖英、阎维文、于

魁智、李胜素、刘和刚、廖昌永、李

玉刚等著名艺术家参与了演出。

张 浩摄（中新社发）

据加拿大 《明报》 近日报道，农历蛇
年前夕，列治文市华人商铺年货生意畅旺，
当地华人纷纷赶办年货，除了应节食品和
新春装饰热销以外，印有热门姓氏的利市
封也早早售罄。伦敦唐人街地区年货市场
也是一片热闹的情景。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说，市民采购年货热情日益高涨，带
有“春”或“福”字的红灯笼、春联、中
国结等贺年商品今年尤为走俏。
“顾客不断，销路不愁。”源源不断的

顾客为商店超市带来旺盛的人气和颇丰的
收益。另外，今年伦敦唐人街主街春节庆
典将在 '月 "5日大年初一上演，这会给他
们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

另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新加坡《联
合早报》 报道，温哥华、新加坡市华埠的
年货市场也在年前纷纷开张。前一段时间，
受经济环境影响，两地的生意略显冷清。

温哥华唐人街经营海味参茸行的杨秋
钗说，她已把海参等应节商品减价一至两

成，以期薄利多销。不过，在华埠广场售
卖年货的邓先生仍然信心满满，他说随着
春节越来越近，生意定能逐渐好转。

很多华商也表示，“年味”不能因经
济下滑而消减。年货买卖也是营造新年气
氛的一种方式，即使不很挣
钱，买卖还要继续做下去。
“年味”重于收入，这

在美国旧金山也得到了印
证。据美国 《侨报》 报道，
为期两周的摆街活动自 " 月
'#日起在旧金山中国城正式
拉开序幕。摆摊活动得到了
华裔市长李孟贤的力挺。

相比于在街边摊位上大
捞一把，参加摆街活动的华
人们更热衷于扎堆“凑热
闹”。他们并不强求能卖多
少件，更注重通过这种方式
营造新年氛围。

的确，华埠与唐人街上少了一些竞争
的激烈，多了一些“年味”和乡土气息。
什么都比不上“春节热”给人带来的快乐，
华商们用经营年货生意的方式，让春节文
化在海外得以延续和发扬。

年货生意营造“年味”
钱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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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基成夫妇在捐赠仪式上获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西班牙福建工商会商讨为儿童福利院捐款

加拿大列治文市华资超市的年货专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