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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移民似
乎成为西方政坛的“热词”。美
国奥巴马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就
移民问题角力，欧洲几个国家
则看到了反移民政党的力量。
面对声势依然浩大的移民大
军，西方还在不断纠结中。

作为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中国人越来越受关注。

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最
新发布的 2014 年度签证报告显
示 ， 2014 财 年 美 国 共 发 出
10692 张 EB-5 投资移民签证，
中国占了其中 9128 张，比率高
达85%。

而在所有各种类移民签证
部分，美国在 2014 财年共发出
467370 张移民签证，中国大陆
取得其中 36138 张签证，仅次
于墨西哥 61520 张，以及多米
尼加共和国 37099 张，高居第
三名。

中国人为何而移民？大多
有关移民动机的调查都发现，
改善生活环境和改善子女教育
条件是最主要因素。为了子女
的未来、为了蓝天清水绿地、
为了更好的明天，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踏上漫漫移民路。

而他们选择的理想移民国
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
各国等，则开始不断纠结。一
方面，移民意味着人才库与资
本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国家
可以始终保持前进动力；移民
也意味着许多本地人不愿或不
能从事的工作总有廉价劳动力可以用；不过，另一
方面，移民也意味着公共服务和住房的压力增大，
还会遭遇拉低薪资水平的指责。

于是，面对移民大军，西方的态度也分为两
派。一派是反对。比如，在瑞典、意大利等多个欧
洲国家，反移民政党取得重大进展。瑞士甚至出现
了一项几乎不再接纳新移民的提案 （选民否决了该
提案）。另一派则是谨慎的支持。比如，奥巴马举起
美国精神与人道主义的大旗，让几百万非法移民看
到了希望。比奥巴马更积极的是匈牙利政府。近
日，匈牙利政府将国债移民项目的投资金额由 25万
欧元上调至 30 万欧元，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不
过，该数额与其他热门移民国家相比依然较低，而
且申请简单、无任何登陆要求、仅需半年即可一步
到位获得永居身份。其对投资移民可谓张开怀抱，
热烈欢迎。

迥异的态度背后是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背景与
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过，无论西方如何纠结，大势
总是难以违背。在全球化时代，人员流动已是司空
见惯。无论各国的论调如何不同，发达国家的移民
数据却惊人地相似。根据经合组织的估测，2011 年
在其成员国中，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外国出
生人口比例均在11%到13%之间。而瑞士的这一比例
达 27.3%。此外，数据显示，2000 年到 2010 年间，
全球移民的流动规模比上个十年翻了一番。

对于各国而言，移民不管是香饽饽还是烫手山
芋，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新常态了。

“ 低 端 ”、“ 快
餐”、“不卫生”？

海外中餐馆总是
给你这样的印象吗？
那是以前。随着时代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中餐馆抛去了“土

气”的面孔，开始走“高大上”的风格。不信？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据 《欧洲时报》 报道，近日，以精致、讲究而
闻名的“厉家菜”在巴黎总统府大街隆重开业。为
了真正能够推广中国宫廷菜，“厉家菜”掌舵人为此
精心准备了5年：邀请著名设计师设计餐厅，食材经
过了长达一年的考察，厨师也是重金从中国本地聘
请……而这所有的付出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提高中
餐档次的梦想”。

风味独特的淮扬菜、泼辣亲民的川菜、精致典
雅的装修、细心周到的服务让已经在科伦坡开业5年
的阳光花园酒楼在当地颇受欢迎。试想想，吃着正
宗的中式佳肴、享受着温煦阳光的滋润、听着轻松
愉快的音乐，约上三五好友坐着聊聊天，岂不是人
生一大乐事？

“高大上”的中餐馆不仅可以推广原汁原味的中
国菜，更能够因为照顾西方人的口味而获得当地人
的追捧。2010年在加拿大开业的“宝贝小馆”凭借
着旧上海式复古的装修、中国传统小份菜和现代的
西式吧台也获得了众多顾客的喜爱，甚至登上了加
拿大50佳餐厅的排行榜。

新兴的“高大上”中餐馆能否有足够广阔的市
场，是许多关注中餐馆发展人士的一大疑惑。但别
担心，让老牌“高大上”中餐馆告诉你答案。

位于美国纽约主营川菜和湘菜的顺利园中餐厅
是响当当的色香味俱全的高档中餐厅，已经开业 40
多年，一直备受欢迎。即使是美国餐饮业处于低谷
时，顺利园仍一枝独秀，备受顾客和媒体的喜爱。
位于温哥华主营江浙菜的福联中餐厅，已经开业 20
多年，也一直火爆至极，让老外们欲罢不能。

“高大上”的中餐馆，吃的不仅仅是“饭菜”，
更是一种高雅的“情调”。

12月13日，佛教慈济基金会菲律宾分会组织
志工在菲国中部保和省开展义诊活动，救治大批
贫困病患。去年10月份，保和省曾发生里氏7.2级
大地震，造成数百人伤亡，大量房屋损毁。以旅
菲华侨华人会员为主力的慈济菲律宾分会灾后迅
速在菲华社会发动募捐，组织大批华人志工到灾
区赈灾，这一善举让当地民众深深感动，也带动
许多当地民众参与慈善活动。图为大批保和省民
众在登记接受治疗。 张 明摄

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却挡不住旅美华侨华人洋溢的
热情。12月15日，侨界“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在美华侨华人如何看待当今的中美关系？华侨华人如何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尽一己之力？中美关系发展的未
来在哪里？侨界精英畅所欲言，为中美关系建言献策。

国运兴，侨社兴

“假如这是在冷战时期，我们很难相信可以自由地往返
于两国之间”。海协会理事、洛杉矶西方学院校长助理尹晓
煌说。

近200年的美国华侨华人史中，旅美侨胞历经磨难，与
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从冷战时期的排华反华，到如今的华
人参政议政，在美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直接
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现在，华侨华人不再担心因其对祖（籍）国大陆的情感
表达而在政治上被视作异类。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梁冠军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2013 年 ABC 电视台播出
了‘杀光中国人’的反华言论，我们美东华人社联合各界人
士，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华人抗议示威活动，最终迫使ABC
电视台向全体华人道歉。”

中美关系改善了，华侨华人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不少
人抓住日益密切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机遇，已从当年的
街头小贩，晋身为超市老板、公司经理，进而向酒店、房地产
进军。

中美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华人文化融入主流
文化。成立不久的“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将于 12月 21日
在林肯中心举行首场演出，“侨胞们都说，这在10年前是不
可想象的。”梁冠军略为激动地说。

侨社兴，中美通

如今的在美侨胞，早已走出“唐人街”的小圈子，积
极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美国人民首先通过在美华人了解中
国和中国人，美国政府决定对华政策时也会顾及在美华社
的感受。

近来频发的海外华人形象受损事件，一些是由于文
化、习俗的差异而被误读，另一些则是因“中国式陋习”
而受到指责。文化鸿沟并非难以逾越，兼通中美文化的华
侨华人，一方面作为“文化使者”，另一方面也是民族形

象的“代言人”。
百人会会长关德铨提出，在美华侨华人应该更加积极

地投身慈善事业，改变华人以往冷漠重利的形象。他提
到，百人会目前正在筹备一个项目，搜集和分析美籍华人
慈善家和中国慈善家的资料，推动慈善交流成为中美交流
的一部分。

侨界精英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更是以自己的优势
反哺母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建
立全球高端华人智库，促使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常态化。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接近400万人，这些精英群体是我
们开展民间外交、公交外交的生力军，是中国形象、中国
声音的传播者。

侨为桥，共圆梦

两国青年是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的未来接班人，
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也成为侨胞关注的热点。

由于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中国学生往往被认为“有成
绩，没能力”。“现在每年从大陆来到美国留学的人数达到
27.5万，但他们往往只关注学业。其实，在留学期间，培养宏
观的国际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
大利说。

青年人决定两个大国未来怎样发展，青年领袖又很有
影响力，怎样才能让这些人在20、30岁的时候就有国际的视
野呢？

百人会会员曾宪章提出“创业 idea 交流”项目，即中美
青年领袖在百人会的支持下，共同完成创业项目，“这样下
来，未来的青年领袖会更清楚对方的困难，更了解对方的长
处。我相信，这将有利于弥补目前中美的不了解和陌生感。”
曾宪章说到。

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华侨华人更应积极
参与中国教育建设，使之尽快与世界接轨。这不仅是当代人
的交流合作，更为培养下一代中美青年间的互信奠定了基
础。

“中美两国能否成功地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关
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乎500万旅美华侨华人
的福祉。”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说。在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的新时期，在美华侨华人将“用心，用情，用
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世界梦做出积极贡献。

中美之间，华人是一座“桥”
——记侨界“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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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馆也能中餐馆也能

““高大上高大上””
张 莹

以国之名，追忆逝者，缅怀英灵。12月13日，国家
首个公祭日当天，南京全城鸣笛向 77年前惨遭日军屠杀
的30万同胞表示哀悼。

在“万人坑”遗址边默哀、在“哭墙”前献花，越
来越多的公众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参观；在国家公祭网上点亮蜡烛、在朋友圈中分享哀
思，数以千万计的网民怀着对沉痛历史的敬畏感进行网
络祭奠。

逝者遭受欺凌，生者感同身受。民族情怀跨越地理
藩篱，面临共同的伤痛，海外华人在行动。

休戚与共，海外华人共祭国难

早在公祭日前一周，由美国东方文化联谊会和美国
群英会发起，侨界各社团联合主办的“美国南加州华侨
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烛光晚会，在

洛杉矶一中学礼堂举
行。

烛光摇曳的晚会
上，朗诵诗歌、演唱
歌曲、表演话剧，南
加州华人艺术家们以
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
哀思、缅怀历史，深

深感染了现场数百名华侨华人。
12月13日，“不忘历史，同舟共祭”为主题的纪念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这
次活动由加拿大南京同乡会举办，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利
和大多伦多地区江苏省籍社团及多伦多华联总会等侨界
代表200多人参加。

集会现场，来宾们观看了中国南京首个国家公祭日
新闻纪录片，并纷纷在“不忘历史，铭记12·13”横幅上
签名。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海内外华人休戚与共，共同
点亮祭奠国难的烛火。

还原历史，华裔先锋齐心戮力

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嘴硬”的日
本右翼始终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上，法官要求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估算大屠杀的人数
时，他惶恐地说道：“南京大屠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
没有人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描述。”

但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做到了。自 1995年起，历时
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许多二战幸存者，参阅
大量的历史文献，张纯如撰写、出版了英文历史著作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
king），一时轰动全美。

承担巨大精神压力和工作强度，
在残酷史实和右翼分子骚扰报复下，
年仅 36 岁的张纯如最终在著作面世 7
年后饮弹自杀。但一个张纯如倒下
了，会有千千万万个张纯如站起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华
人，为了重塑那段悲痛的民族历史，奔走着、努力着。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华裔收藏爱好者刘磊专门收藏
二战侵华日军高级将领所使用的军刀、佩剑及相关抗日
文物。在他的藏品中，一本日军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作战
笔记是直接佐证日军侵略历史的明证。由于日军在战后
几乎销毁了所有的资料档案，这本保存完好的士兵笔记
就显得尤为宝贵。

除了收藏，更有捐献。日前，美籍华人鲁照宁、陈
灿培先生到南京，将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的抗战文物近
百件，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让
全南京的人、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段历
史的真实性，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这段历史真正发生过”，
华裔先锋们发出如此呼告。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公祭仪式上提到，“忘记历史就意
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而与铭记历史的忠
告相联的，是中国始终如一、追求和平安定的夙愿，这
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中 23次频繁出现的“和平”一词中就
可窥见一斑。

逝者如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今天的和
平并不代表明天的和平，没有一个
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和平只能是
一厢情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未来，
海内外华人只有携手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才能更好地告慰在那
场灾难中逝去的同胞，才能不再让
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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