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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许多海外侨胞选择回到中国参加
庆祝活动，度中秋、迎国庆，在节日的气氛中，
用真挚的热情与喜悦，去体验中国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一起讨论、寻找中国的商机与活力。

侨胞吐心声

!月 "!日，国务院侨办等 #部门在北京举行
国庆招待会，欢迎来京参加国庆 $%周年庆祝活动
的海外侨胞。

在此前后，各地方也开展了相应的活动，欢度
国庆节。!月 "$日，第三届海外天津人联谊大会开
幕，“共谋美丽天津”，共祝美好中国。!月 "&日，海
南省华商会、海南新马归侨联谊会联合举办国庆
联欢会，'(( 多名侨胞、归侨在歌舞声中欢聚一
堂，祝福祖国生日快乐。同日，上海市侨界举行
国庆招待会，)*( 多位侨胞、归侨侨眷出席庆祝
活动。无锡市侨联还举办了以“聚侨力，共圆中
国梦”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侨胞们在书画
摄影展上一展才华，寄寓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期间，侨胞们纷纷表示：“祖国更富强了，
外国人对我们也更尊敬了。”旅英侨胞陈先生说：
“我从没有英国名字，走到哪里都让他们知道我是
中国人。这些年，他们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奇迹，
打心里赞赏我的爱国心！”

创业正当时

每逢国庆，“中国崛起”都是一个为人所津
津乐道的话题。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中
国经济的迅速企稳回升，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好
评。这不仅树立了华侨华人的自豪感，也给与中
国经济联动的华侨华人以极大的机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迎着世界大环境‘走出

去’，给外国人打工；现在，祖国走上了发展快车
道，是时候‘走回来’了！”刚到成都参加完华商
大会的旅日华侨刘先生说。

! 月 '+ 日至 '$ 日，第十二届全球华商
大会在成都举行。这个日子，前承中
秋节，后接国庆节，整个成都张灯结

彩，繁花锦簇，浓郁的节日气氛
衬托着华商的喜悦心情。

据悉，借力此次盛
会，海内外华商与

各级政府
签订合作

项目 '+, 个，总投资额达 ,)') 亿元。)((( 多名
华商聚在一起，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崭新
机遇。

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命脉已经由产业
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中西文
化、熟知发达国家先进体系的华侨华人，在中国
经济稳健、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的投资环境下，
大有可为。未来将是世界华商与中国经济一起
腾飞的时代。

留美人士、哈药慈航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燕文对此一语中的：“来华创业正当时。”

祖国新形象

“中国形象”是国庆期间谈论的又一个重
要话题。毫无疑问，侨居在外的华人精英需
要自觉充当传播中国新形象的“文化使者”。
利用国庆契机回国，通过对全国各地的实地
走访、考察和体验，对于海外华侨华
人来说，是认识当今中国、传播当今
中国的最有效手段。

作为北京市侨办的国庆系列活动，
! 月 '' 日和 ') 日，北京市侨办先后
带领泰国工商总会、马来西亚 -.- 集
团董事会访问北京市通州区，考察了
新城核心区和侨商总部选址地。在听
完北京市未来城市发展规划和
通州城市副中心设计定位后，
泰国工商总会郑芷荪主席说，
北京城市建设中的新想法振奋
人心，我们有义务让世界人民
知道当今中国的变化，“我们
有义务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在东京华侨总会庆祝新中
国成立 $+周年宴会上，中国驻
日大使程永华说：“旅日侨胞是
中日民间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侨胞、《非洲时报》 社长李
新铸在北京欢度国庆时深
有感慨地说：“我们应该发
出祖 （籍） 国的声音，让
广大华人和非洲民众了解
我们。”

国庆，侨胞归来感受
国庆气氛，让世界不仅能
够听见一颗颗跳动的中国
心，更能感受到一个古老
的东方国家的时代脉搏。

日本华裔女孩的自述———

我有一个不断成长的“中国梦”
林美怡

我的心中，从小就有着一个中国梦。
它像春天煦暖的阳光下刚发出嫩芽的绿草，

它像夏日原野上五颜六色的鲜花，它像秋天吸
收自然赐予的营养的金灿灿的麦子。我的中国
梦一直在我的内心，不断成长，不断成熟……

我出生在日本，,, 岁时第一次回到中国，
小小的我有着“学会汉语，说好汉语”的梦。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为
了让我心里那颗中华文化的种子不断发芽茁壮，
我仍然勇敢地靠近我的同学，靠近市场阿姨，
靠近出租车司机，靠近身边每一位可以用汉语
跟我沟通的人们。我请教同学们问题，向市场
阿姨询问各种蔬菜的名字，跟司机叔叔打听国
内的名胜古迹……平日里，我努力做好语文课
的预习工作，在爸爸的帮助下把课文都注上拼
音，遇到不认识的字立刻向身边的同学们请教，
而他们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告知。经过一年
的勤奋学习，我从刚回国时基本不会说汉语，
到了能够比较自如对话的水平。这样，我的第
一个中国梦，在周围大朋友小朋友们的帮助下
实现了。

到了初中，我 ,'岁时，心中的中国梦由一
棵小苗渐渐长成一棵小树。我的梦想是“不落
人后，融入集体，与同学们成为真正的好朋

友”。面对陌生的学习环境、同学和老师，我知
道这是我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我虽然是一名留
学生，但不把这当成我与众不同的理由，我希
望尽快融入到新的集体中去，我日间认真听课，
晚上勤奋自学，背诵古诗、讨论数学题，站在
黑板前面对大家讲解习题，样样不落人后。我
的这些努力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我
被任命为班里的生活委员乃至班长，代表班级
参加年级里的会议……这样，我真的融入到他
们之中，交上了许多真挚的朋友 /找到了归属
感，我的第二个中国梦实现了。

到了高中，我的中国梦结出了硕大的果实。
我深爱着自己的祖 （籍） 国，越来越感受到她
的博大与温暖，我想要“为她做贡献”。在高一
的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去贫困山区学校支教的
活动，帮助当地的同学们丰富知识、拓展视野；
高二的时候，我参与学生会为来北京的农民工
子弟学校捐款活动，深入希望学校，利用玩游
戏和知识问答等简单益智的方法向农民工子弟
学校的同学们传授世界各国的文化；平时闲暇
时我还喜欢去国家图书馆做儿童馆的义工。我
认为，能帮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不仅
令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工作经验更加丰富，更
是在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儿童的成长，尽自

己一分力量。此
外，在 )年的高中
生活中，我还多次
接待了来自各国的
同学在家里寄宿，
凭借我微不足道的
力量，尽量多地向
外国朋友展现中国
的文化魅力，使他
们了解中国、爱上
中国。让外国友人
喜欢上中国，让世
界更多国家与中国
亲睦，这正是中国
社会所需要的力
量。这样，我的第三
个中国梦正在各种
有意义的社会实践
活动中茁壮成长。

我的中国梦不断地成长着，而在这成长的道
路上，并不是我一个人在独行。有友善的同学们
的陪伴，他们为我种下中国梦的种子，孕育希望；
有亲切的老师的陪伴，他们为我浇上中国梦的肥
料，悉心培育；有身边许许多多热心人的陪伴，他

们在我的旁边，成为了春日的阳光、盛夏的甘泉，
成为了我永远的依赖。

我有一个中国梦，永远存在我的内心中，
不断长大。不断成长的美好的梦，将是我永远
走不完的美好旅程！

林美怡和她的中学

老师在一起。

林
美
怡

“如果疗效好，喝惯咖啡的外国人，也会接受中
医中药。”全国政协委员曹洪欣近日如是说。

伴随着华侨华人移居世界各地，拥有数
千年历史的中医药文化也跟随着华侨华人的

脚步漂洋过海，并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
海外落地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医中药只在华人圈内流行，浓郁的当
归、田七味曾是唐人街所独有的味道。

近几年来，在各界人士的不懈努
力下，中医中药越来越被外国人
所认同，并逐渐走出了唐人街。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经有不少

国家立法承认中医的合法
地位，中医药已在 ,$( 多
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
应用。

“中国咖啡”的味道

曾经一度传
统又古老的中医
馆、中药店是

唐人街所
独有的一

道风景。很多外国人望着咖啡色的中药，闻着苦涩
的药材味，还以为这是“中国咖啡”的味道。走在
唐人街头，环顾四周，中药店几乎随处都有，华人
对中医的感情可见一斑。

在伦敦唐人街，中医诊所和药店是排在餐馆之
后密度最大的店铺。每当夜幕降临，常常可以看到
马路旁边一字排开的小木板凳，有人在向过往的行
人推销针灸按摩等中医治疗方法，时常也会有几个
外国游客现场感受他们的手艺。

曼谷唐人街有点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街道两旁的建筑大部分是连屋（似广州骑楼），除了
琳琅满目的金铺，最多的就是弥漫着中药味的药材
店。初来曼谷的新移民，由于没有医疗保险，生病
了只能到中药店找中医师诊治。由于中医收费低廉，
医疗效果又好，因此唐人街中药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老外眼中的“神奇药草”

年过古稀的何医生是澳大利亚某中医馆的一名
老中医，他医技高超，对待病人很有耐心，在华人
圈里小有名气。

近些年，随着中医在海外的盛行，在他的中医
馆里，慕名而来的外国病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是
经过西医治疗而疗效不明显的外国病人。据何医生
讲，他现在接待的病人，有七八成都是外国人。

患有腰椎病的约翰在同事的介绍下，来到何医
生的中医馆就诊。何医生给他扎了几针，还开了几
副汤药，没过多久，他就痊愈了。他一面感叹中草
药的神奇，一面夸赞中药比咖啡还好喝。

英国地属海岛性气候，常年阴冷潮湿，因此很
多人都患有关节炎。在伦敦生活的詹妮弗就一直患
有关节炎，结果她在一个华人开的中医诊所扎了几
针就再没有复发过，她认为中医非常神奇。

外国人成为追随者

在东南亚地区，中医文化凭借着地域优势和广
大华侨华人的支持，落地生根较早。新加坡的“同
济医院”、马来西亚的“同善医院”、泰国的“天华
医院”均是非常有名的中医院。在非洲地区，由于
中药价格低廉，解决了许多买不起昂贵西药的普通
患者的困难。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虽然遇到了很多
门槛限制，但还是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认同。

日前，《斐济日报》发表题为 《中餐中药影响多
多》 的文章，主要讲述斐济人民对中国药膳知识非
常感兴趣。他们从中医药膳的理念和思路出发，结
合中草药中的健康元素，研发出很多深受欢迎的健
康饮食。由此可见，传播到海外的不仅仅是中医
中药本身，还有蕴含其中的养生理念。

中医中药在海外的盛行，不仅促进了
中西医学的交流和融合，同时还催生了许
多外国人学习中医的热情。已经跟随中医
学习 +年的美国学生莲娜说，她之所以
学习中医，是因为中医可以解决一些现

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比如一些
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并且效
果很好。

由此可见，很多外国
人对中医理念的追求不亚
于国内的中医医生，越来
越多的外国人成了中医药
文化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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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山东青岛市侨联

举办了“祖国在我心中———'(,) 年

青岛市归侨侨眷欢庆国庆文艺演出”，

百余名归侨侨眷代表欢聚一堂，喜迎

国庆。期间，归侨侨眷自编自演了

,& 个文艺节目，抒发对祖国的无限

热爱和美好祝福。 门 刚摄

本报电（肖列）北京海外交流协会第
六届理事大会 ! 月 '0 日在北京召开。会
上，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牛有成当
选为北京海外交流协会新一届会长。

北京市侨办主任李印泽在会上作第五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谭天星
到会祝贺。

新任会长牛有成表示，北京正处于重

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更加需要广大侨胞
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支持，首都经济社会的
发展也为海外侨胞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他希望全体理事立足北京、
搭建内外沟通的桥梁；抢抓机遇、促进互
利共赢的合作。

北京海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会员共涵盖
了 *0个国家和地区，部分海外及港澳理事
近 ,*(人和国内理事成员 $*人参会。

牛有成当选北京海协会新一届会长

本报电 （记者聂传清） 第四届“金水桥
之恋———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 !

月 '!日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
获奖的 '&*幅作品围绕“中国元素、北京

印象”进行创作，或书写“我的中国梦”，或
描绘中国壮丽河山，生动展现了海外华裔青
少年情系故乡、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大赛主办方北京市侨联介绍，这次书

画大赛吸引了大量华裔青少年的热情参与，共
收到美国、加拿大、菲律宾、韩国、西班牙、
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个国家的 '+所
海外华文学校、教育机构及侨团选送的华裔
青少年书画作品 $$)幅。参赛选手中，年龄最
小的仅 +岁。

据悉，+ 届大赛的累计参与人数已超过
'(((人次，参赛作品达 '+((余幅。

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开幕

四季颂
孔 德 真

（,$ 岁，美
国华裔）作

在北京台

湾会馆展厅，

来京参加国庆

庆祝活动的海

外侨胞观赏华

裔青少年书画

获奖作品。

聂传清摄

图为一个美国人在参观中医馆。图片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