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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据外媒报道，对于海
外华人来说，“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当年
为了生活、事业、孩子教育而选择出国的他们，一旦
退休后，回国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在外华人
意识到，将来回国养老必成一种趋势。

回归故土正当时

近几年，回国养老热潮逐渐兴起，在传统观念的
感召下，大批在外华人选择回到故乡，颐养天年。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在巴西住了 20多年的王先
生表示，每天刷新闻刷的都是“中国新闻”，国内有什
么新鲜事，都能第一时间知道，越是知道，就越想

“回家”。
在加拿大打拼多年的孙世兴老人回到中国后激动

地说：“人老了，就想回来。咱们政府的政策好，经济
发展快，社会又稳定，生活变得很方便。”

有关分析称，现在国内和海外不相上下的生活条
件，加上原本就熟悉亲切的文化氛围，无形中吸引了
海外华人回来安度晚年。

从美国辛辛那提回来的施女士表示，10年前她的华
人朋友中几乎没人想退休后回中国，但近些年大家都开
始琢磨回国养老。她说，如今的中国，大城市生活很舒

服，吃住条件和国外没什么差别，而且生活习惯还更适
应。

可口的家乡饭菜，亲切的乡音乡情，甚至随时都
可以凑成一桌的麻将牌友……这样的晚年生活，在国
外是很难享受到的。

海外养老问题多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当地日益凸显的养老问题成
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困扰，现实的考虑也是他们选择
回国的重要原因。

在国外，部分退休华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
拿着同样多的钱，回国生活就舒服多了。施女士表示，美
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5岁，有的人到了退休年龄迫于生
活压力还要继续工作，而国内的生活费用较低，完全可
以提前退休，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享受晚年生活。

同时，老年华人在海外往往容易成为弱势群体，得
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加拿大规定需要居留满10年方能
领取养老金，孙世兴老人对此很无奈：“我到加拿大之后
地位一落千丈，没有经济收入，甚至连坐公交车的钱都
没有，看病虽有医疗保险，但有的病还需自费。”

此外，文化隔阂和语言壁垒也是他们想回国的一
个重要因素。“文化背景不同，加上语言问题，即使生
活很多年，仍然很难融入主流社会。”53岁的陈先生移

民20多年后，回到了浙江老家。
当“中式父母”遇上“西式子女”，海外老人们也

面临着“空巢”生活的苦恼。

齐心协力助保障

目前，国内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日益提
高的物质文化水平，都让回国养老的华人们感到欣
喜。许多老年华人在回国前加入了驻在国的劳保、医
保，可谓生活无忧，回国后他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在国
内办理劳保，享受祖国发展的成果。

然而，回到浙江的陈先生却遇到了麻烦：“华侨回国办
劳保首先遇到的就是户口问题，上户口是非常麻烦的，我
在国内的户口已经注销，再重新恢复起来就很困难。”

不仅如此，有报道称，现在回国办理退休尚未有
非常统一和透明的制度，很多时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在制度允许的前提下，依照当年为国家工作过的
工龄而得到一份退休金，是许多回国华人目前最实际
而迫切的愿望。

对此，专家指出，对于归国养老的华人们，政府
一定要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要依靠民间
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让制度有保障，让设施更完善。

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每一位回国养老的华人
都能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

永不安分

2009 年，用赵磊的话来说，他被
“赶出了”自己一手创办不到一年的公
司。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失败者的开
头。

如果你翻翻他在德国的简历，一定
会忍不住感叹：“唉，好端端的日子不
过，不安分跑回来创业，这下好了吧，
什么都没有了。”

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的他，1999年
求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主攻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方向，四年后，获得电子信
息技术学士和硕士学位。刚毕业，他就
得到一家德国逆变器企业的垂青，应聘
担任研发工程师。

有这样高薪又体面的工作，应该安
分了吧？没想到他又到东芝电器德国分
公司从事了销售工作。由于业绩出色，
他获得了博世公司的青睐，跻身集团管
理层。

到了这份上，已经可以算是“人生
赢家”了，可是他再一次躁动起来。有
了逆变器技术的金刚钻，怎能不回国闯
荡一番？

瞅准了国内逆变器行业的大片空
白，2009年一月，赵磊和儿时伙伴一起
在苏州创办了艾索公司，以小功率光伏
逆变器为主打产品。

公司发展势头正好之时，赵磊却因
为跟合伙人意见不合最终离开。合伙人
想涉足大型逆变器领域，赵磊却希望坚
持发展中小型系统。

“做公司，投资人一定要是自己。”
赵磊这样总结。体味了人生大起大落，
从人生赢家到一无所有，执着创业的信
念支撑着他，让他迅速爬起，2011年赵
磊创办了欧姆尼克公司。

“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忙到一两点

睡觉，早上四五点就起来跑步。那可不
是爱好，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到适
应超强度的工作。”回忆往事，赵磊看
起来很淡然。

现在的他，已经是欧姆尼克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五届中国侨界
贡献奖创新人才奖的获得者。欧姆尼克
2013年的市场销售额达到1.2亿元。

抢占阳台

欧姆尼克初期是以赵磊坚持的小功
率光伏逆变器为主打产品。

在德国，有一种光伏发电与居民屋
顶结合的利用模式，就需要用到小功
率光伏逆变器。赵磊发现，国内以高层
楼房为主，无法照搬德国的模式。所以
创业初期，他都将主要目标市场锁定在
了欧、美、澳等居民光伏发电较发达的
地区，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主打产品太
阳能逆变器占国内出口的 30%，占荷兰
市场总额的40%。

不过，赵磊仍然固执地认为，光伏发
电只有与老百姓的生活牵连起来，在国
内市场的推广才有可能真正形成规模。

看到烈日下暴晒的阳台，你会想到
什么？是令人窒息的高温、迎风招展的
衣物，还是封得严严实实的玻璃窗？然
而，就是这无意间的一瞥，却让赵磊为
自己的产品开拓出了大半个中国市场。

“那天我在外面考察，突然发现一
户高层居民将热水器的集热板安装在了
阳台外立面。”这一下子激发了他的思
考：光伏电池板是否也能安装在阳台外
立面上呢？

很快，他就拿出了可行性的数据。如
果在阳台5米宽外立面铺设光伏电池板，
年发电量就能达到1200~1500度电左右，
这足够一般家庭约半年的用电量。

“也就是，阳台装一个自家的发电

站。”赵磊这样解释。“以后，我们再也
不会怕突然断电。看到电费单，也可以
随手扔到垃圾桶里去。”赵磊潇洒地比
划出一个扔东西的动作。

疯狂创新

“现在我坐在这里，就可以用手机
监控到家里各个电器的耗电量和光伏发
电系统的情况。”赵磊拿出了手机，有
些“得意”地介绍他们公司经典的专利
技术之一，在逆变器内集成 WIFI 卡，
用户只需简单地动动手指，就可以在手
机上实现精准监控。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创
新。”赵磊说，“企业未来三年、行业未
来三年往哪方面发展，我天天研究这
些，对新产品进行专利保护，创新性研
发，让产品更加丰富，就是我的工作。”

这个逆变器内集成WIFI卡的点子，
也是他早在回国前就“攒”下来的。那时
候还在做销售的他发现，很多客户向他
抱怨自己总是察觉不到家里的太阳能逆
变 器 坏 了 ，虽 然 他 们 家 里 都 安 装 着
WIFI。他不禁想到：为什么不能将逆变器
联网，一旦出现故障就自动通知屋主，将
被动变为主动呢？

“以后我们还要将太阳能光伏逆变
器运用到车上。车没油了没关系，在太
阳下晒一晒又能跑了。”赵磊有些激动
地描绘，“车上的一切也都可以用手机
监控，从油箱到零部件，男朋友们可做
不了坏事了。”赵磊开起了玩笑。

“虽然目前国内光伏组件企业正在
感受欧盟‘双反’带来的寒冬，但目前
并没有涉及逆变器。”赵磊这样分析。

“我认为中国的光伏市场会在 2014 年全
面开启。只要拥有核心技术，就能超越
不利环境，把企业竞争力真正构建起
来。”赵磊信心满满。

将电费单扔进垃圾桶
——访德籍华人企业家赵磊

郑 兴 陈 曦

回国养老回国养老““热热””起来起来
孙莹双

洛杉矶市中心，在鳞次栉比的高楼群中，有一栋
古色古香的二层红砖楼房，静静地坐落在喧嚣闹市中
的一个小公园边上，这就是洛杉矶华美博物馆。它见
证了华人在美国150多年的奋斗历史。而这个历经百年
沧桑的博物馆如今却陷入资金匮乏的难题中，是进一
步发展壮大还是不得已缩小规模，堪称当下华美博物
馆面临的最大问题。

华美博物馆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华人博物馆，成立
于 2003年，馆内展出的实物包括早期移民的衣着、首
饰、日用品等。这些加州华人移民珍贵的历史文物和
图片资料，不仅可以保留和传承华人文化，还可以让
其他族裔人民更加了解加州华人移民。

这样一个承载了百余年旅美华人历史的博物馆，
因为资金缺乏，其运作仅仅能够维持在一个小规模
内。每年的运营费用需要100万美元，但是每年他们只
能募集到80万美元，其它缺乏的资金需要向政府和相
关组织申请。

相比隔壁的日美博物馆，华美博物馆每年收到的

募捐乏善可陈，这或许与当地的华人社区缺乏慈善捐
助的文化意识有关。华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
工作拓展到一些柬埔寨和越南的华裔社区。博物馆还
加大了教育及宣传力度，向这些社区展现慈善捐款的
意义。除了在当地社区传播慈善意识，华美博物馆之
友会的会长还前往亚洲，希望得到一些大公司的捐款。

对于华人的下一代来说，华人博物馆是进行教育
的最好窗口，通过博物馆可以让华人和其它组织了解
华人的历史，了解到华人为建设美国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与牺牲，将华美博物馆发展壮大不仅仅是为下一代
提供学习体验的场所，更能激励旅美华侨华人牢记历
史，勿忘艰辛。

这样一所博物馆不应该仅仅是知识和文化的保存
库，更应该是旅美华侨华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殿
堂。在面临资金危机的时候，就需要全世界的华侨华
人齐心协力，避免其成为“尘封的记忆”。据悉，华美
博物馆一年一度的募捐晚宴将于9月举行，这是他们每
年都要举行的最大募款活动。今年恰逢华美博物馆十
周年庆，他们希望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
观，并为之提供帮助。

图片来源：华美博物馆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华美博物馆华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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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大学生开启潮汕之旅

海外侨界人才赴京推介

本报电 8 月 4 日，第十四届海外侨界高
层次人才为国服务团一行来到中关村国家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展 示 中 心 ， 参 观 最 新 科 研 成
果，并携带多个国外高端科技项目进行对接
推介。节能环保、截污减排等一项项令中国
企业耳目一新的先进技术，让“创新”成为
本次推介的一大亮点。北京市侨联科技经济
部部长庞平凡认为，本届海外侨界高层次人
才为国服务团重点突出“创新”主题，改变
了以往只知引进推广国外高精技术，而忽略
新技术在国外发展的成熟度以及落地后的适
用性。庞平凡表示，虽然此次海外侨界带来
的新科技并不都是国际顶尖科技，但却是符
合目前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

本报电 据广东侨办消息，2014年优秀华裔
大学生文化参访团——完美广东营潮汕之旅于7
月 31 日正式启程。学员们先后体验了潮州特色
的潮剧以及功夫茶，参观了潮州中国瓷都展览中
心。此外，营员们还欣赏和体验了潮州大锣鼓，潮
州市民间音乐团的精彩演出获得了营员们的阵
阵喝彩。此次潮汕文化之旅，营员们还参观了开
元寺、韩文公祠、侨批馆、陈慈黉故居等历史文化
景点，赴潮绣企业参观学习，听取潮州文化讲座，
更深层次地了解和认识潮汕文化。

来源：深圳侨报来源来源：：深圳侨报深圳侨报

8 月 3 日 下 午 ，
2014 年中华小姐环
球大赛非洲区总决
赛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落幕，混血华裔
选手马凯丽 （前排
中） 获得非洲区总
冠军，并夺走“最
上镜小姐”奖，李
雪仪 （前排左） 夺
取比赛的亚军，许
方怡 （前排右） 获
得季军。

宋方灿摄

2014中华小姐非洲区总决赛落幕2014中华小姐非洲区总决赛落幕

华美博物馆：路在何方？
张奕璞

世界韩氏宗亲昌黎祭祖

本报秦皇岛电（熊亮、必豪） 来自世界各
地以及中国大陆 17个省区市的韩姓家族暨韩氏
宗亲联谊总会的100多位代表，日前到河北省秦
皇岛市昌黎县五峰山韩愈祠堂祭祖。

世界韩氏宗亲联谊总会执行会长、世界韩
氏族谱馆馆长韩邦泰说，韩氏家族宗亲散居世
界各地，国内大约有1976多万人，国外接近100
万人。韩氏宗亲代表来国内祭奠本族祖先，这
是第一次，目的是发扬韩氏先祖爱家爱国传
统，传承中华美德，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国梦
贡献绵薄之力。

世界韩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韩氏族谱主编
韩清涛认为，家族亲情、家族传统、家族文
化、家族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家族文化保护好继承好发扬好，就是一
股强大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