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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越南儿童背带，背了两代 4
口人——这就是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
黎华侨林场越南归侨陈春莲家的故
事。

“这条绣着菊花和狮子的越南背
带，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的母亲
送给外孙的第一份礼物。”陈春莲
说，1979 年，她用这条背带将大儿
子从越南背回了中国。“现在，又用
来背孙子了。”

陈春莲回国之前生活在越南广宁
省，父亲为华裔，母亲是越南人。陈
春莲在家中 13 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
八。如今在世的尚有8个兄妹，分散
在广西、福建、海南、法国、美国等

地。
“从回国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和

家人天各一方，我随丈夫被安排到了
扶绥县渠黎林场，我母亲和几个兄妹
被安排去了福建一个农场。我们回国
30 多年，兄弟姐妹一直没法团聚。
2014 年，母亲去世一周年之后，在世
的兄妹在福建相聚了一次。”陈春莲
说，直到母亲去世，也未能实现全家人
团圆的夙愿。

去年，陈春莲一家住进了三层楼
的侨场新居。搬家之后，旧的东西都
扔得差不多了，唯有背带被留了下
来。团圆的念想在难以实现之后，背
带这老物件就成了陈春莲想念故乡和

亲人的寄托。
背带见证了陈春莲一家颠沛流离

的生活，也见证了陈春莲日渐红火的
日子。“现在比起刚回国时生活好多
了，那时我们住棚户，如今住进了小
洋房。”陈春莲说。

陈春莲一家的生活，是广西众多
归难侨生活的缩影。这些归难侨大多
像陈春莲一样，居住在条件较艰苦的
华侨农林场。

广西正在努力让归侨侨眷告别破
旧的瓦房。目前，广西华侨农林场内
已新开工改造危旧房 8701 户，完成
建设 3522 户。中国—东盟博览会落
户广西南宁市后，利用毗邻东盟的优
势，广西武鸣华侨农场变身成“广
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陈春莲
所在的渠黎华侨林场在 2004 年初开
始动工建设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
园。作为崇左市三大工业园区之一，
渠黎华侨林场将借鉴武鸣华侨农场的
成功改革经验，让侨场的发展装上腾
飞的翅膀。

（中新社电 蒋雪林 钟建珊）

春节期间，从亚平宁半岛的
最南端延伸到最北端，一幕幕具
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春节活动，为
华人社区平添了不少喜庆。然而
就在这喜庆的背后，却不知节庆
的铺张与浪费为华人增加了多少
尴尬。

意大利华人春节聚餐每年从
腊月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其
间华人企业请工人、请客户；华
人家庭请亲友、请老乡；华人社
团请会员、请同业。今天我请、
明日你宴，吃完张家、吃李家。

按理华人春节期间互请聚餐
本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通过聚
餐联络一下乡谊，沟通一下感
情。但是，通过多年经济危机的
肆虐，在华人经济普遍不景气的
情况下，连绵不断的春节“宴
请”却又为华人家庭、企业、社
团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力。

意大利侨领表示，春节搞活
动，会员人数多、经济实力强的
侨团大家凑凑还可以应付，会员
人数少、经济实力差的侨团只能
勉为其难找商家赞助。实力强的
商家出些钱倒也痛快，一些勉强维继的商家虽不愿
意出钱，为了“面子”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海外华人多数人把“面子”看作比生命还重
要，“面子”在华人社会是声望、地位，衡量一个人
成就的度量衡。现实生活中的华人，经济上受点损
失不会伤及感情，倘若被伤及了“面子”则会导致
矛盾的升级。总之，“面子”是华人的命根，为了

“面子”华人甘愿打掉了牙吞进肚子里，哪怕是做了
“冤大头”也绝无悔意。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春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可以说罕有其匹。它是
一种民族精神本质的载体，凝结着民族集体情感，
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海外华人通过春节来
传递彼此的祝福，享受亲情的温馨，无论是对历史
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颂扬，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和期
待，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真诚诠释。

因此，海外华人过春节不应拘泥于俗套的传
统，应把欢乐愉悦作为主题，让春节多一些文化色
彩、民族色彩。举办春节活动更应量力而行，切莫
为奢华的宴请和活动大伤脑筋，把撑“面子”过春
节变成生活负担。欢乐吉祥才是春节文化的精髓，
务实、节俭过春节标志着华人生活理性化的进步，
它将有益于华人社会的长远发展。

2015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入实质操
作年份已成为共识。作为今年地方“两会”上的“热
词”，各省市纷纷以积极态度将其纳入了工作报告。日
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在福建泉州举
办。专家们表示，中国应更注重华侨华人的作用，聚
侨心汇侨力，充分发挥华商经济力量和“融通中外”
的独特优势。

侨与祖国有天然情感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途经我国江浙、福建、两
广、云南、海南等地区。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原因，
这些地区华侨众多，侨乡遍布，侨史悠久。根据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华侨华人有 6000余万，分布
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多年发展，海外华侨华
人遍布世界各地和社会各界，影响渐增，人才辈出。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布局，涉及众多海外华侨华
人的故土。“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地理上即使

“相去万余里”，也是一衣带水的情感。时间上即使
“少小离家老大回”，也是“天涯共此时”的牵挂。

华商是“商”，但也是华人。华商投的是“资”，

投的也是一份“情”。
据相关统计显示，海外华商近些年来对国内投资

成长势头强劲，投资数额和项目占到中国外商直接投
资的相当大比重，早在 2011 年就已达到 66%，超越了
欧美日韩企业，成为了国内主要外资投资源。

所以，吸引海外华商参与“海丝”建设，参与祖
国和家乡经济建设和发展，对于众多华商来讲，在心
理上有着天然的情感纽带和联系。沿线丰富的华侨华
人资源，是中国“海丝”建设的重要优势，也是对接
沿线国家双向投资合作的关键纽带。

惠及华商 是共建也是共享

广西“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广西泰国总会主
席李铭如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的建设，
将造福亚洲，中国发展的“列车”将惠及广大华商。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对于海外
华商是空前的。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
国内对东盟的投资必将加大。而东盟自贸区沿岸汇集
着 4000多万的华侨华人，广阔的贸易空间和更加自由
的贸易平台，为华商扩大产业布局提供了巨大的投资

和合作机会。
同时，“海丝”途经的国内省市在经济上充分参

与，必然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外资引进、项目合作等
方面的需求增长。这对于华商来讲无疑又是一场“投
资者的角逐”。

较于纯外资，华商自身有着独特的优势。清华大
学经济学教授龙登高曾对此分析说：“在中国经济转型
过程中，顺应和配合政府的导向，就能得到政府的鼓
励和支持，得到政府的资源配置或政府消费的订单，
或者能够把握行业与市场先机。”华商与国内经济联系
更为紧密，对于经济发展导向的把握和判断更为准
确，更容易融入中国本土经济，从而抢占投资先机。

应该说，在“海丝”建设中，华商既是投资者，也是受
益者；既是共建，也是共享；既是引擎机，也是助力器。

规划出台 助力“海丝”建设

近日，全国 31 省自治区市地方“两会”相继闭
幕，“海丝”建设具体操作规划进入各省市工作报告。

众多省自治区市为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好
地吸引外资，做出一系列相关经济部署。

在日前闭幕的福建两会上，省发改委负责人表
示，福建2015年将制定建设21世纪“海丝”核心区实
施方案：建立专项发展基金，支持泉州先行区建设，
打造福州、厦门等战略支点。发挥华侨华人作用，促
进双向投资和相关合作项目的达成。此外，福州还将
推行各类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完善自贸
区的功能规划和产业布局，为项目引进和吸引投资打
造坚实良好的环境基础。

同时，广东省省长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表示，2015年广东将以自贸试验
区建设为引领，在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之上，推动实施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进一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
自由化和粤港澳经济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17名获邀与会的华侨代表在经济产业格局、外贸发展方
式、进出口市场、财税政策方面也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

“海丝”应多打“侨牌”，成为了众多与会代表的共识。
“海丝”建设，经济先行。作为沿线经济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量，华商也将成为“海丝”建设这艘航船的新引
擎。

据报道，上月底，美国移民局正式宣布，属于“童年
来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受益范围扩大的申请人可于今年
2月18日起递交申请材料，该计划为暂时免除当时以青
少年身份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递解出境，并且提供工作
许可证，但这项计划并不提供合法身份或者合法化途
径。

自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了梦想生申请暂缓
驱逐办法，并于2014年11月扩大计划，提出暂缓父母递
解的行政令。然而直到现在，美国华裔民众申请暂缓递
解的比例依然很低。其原因在哪？对此计划又该如何解
读？笔者连线专家来解答。

暂缓派遣，华裔反应冷淡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2 年让合于资格的年幼来美的
年轻无证移民留美，然而，华裔申请者的数量却很少。

据美国媒体报道，“暂缓遣返”政策一出，相关法律
咨询活动都以西裔移民为对象，少见专为华人所办。

亚太裔法律外展会移民律师丁妮琪根据移民局的
统计数字称，华裔申请人不在前 10个申请国内，使人感
到意外。大家相信美国有许多无证的年轻华裔，他们多
是小时候随父母以旅游或其他签证来美，其后因为逾期
居留而成为非法移民。

新美国传媒总监克罗斯表示，华裔申请“童年来美
者暂缓遣返计划”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族裔。华裔中的
无证移民在美国有相当大的数量，然而，对此与其切身
利益相关的政策的参与度却远低于其他族裔，其背后的
原因又有哪些呢？

忧虑重重，多观望少申请

在属于非法移民的美国华人中，许多华人符合申请
“暂缓遣返”资格，但这类华人的申请积极性却很低，普
遍存在观望态度。

华人权益促进会项目经理王浩仪表示，华裔申请暂
缓递解数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恐惧”是最主要原
因。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递解无证移民的数量越来越
多，造成华裔民众忧虑。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
玛吉麦克林表示，在亚裔
文化中，缺少合法身份是
一件耻辱的事情。相比之
下，西班牙语媒体则高调
宣传暂缓遣返项目，这使
拉丁裔社区居民很容易了
解项目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研究员柳华文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因
为是“暂缓”，该计划不可
避免存在局限性。因为并
不意味着永久合法，同时

“非法移民”的帽子没有摘
掉，性质没有变化，当一个

人想获益时，需要使其身份可视化，在这种情况下，增大
了被遣返的风险。因此一部分人会再三考虑是否来申请
此计划。

维权组织认为，一些华裔不愿向亲友和邻居透露自
己的无证身份，更何况是向联邦政府透露。他们认为这
是政府“引蛇出洞”，担忧申请“暂缓遣返”会留下记录，
或是万一政策改变反而使身份曝光而遭到遣返。

另外，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汤姆认为，已有工作的
亚裔老年人可能不愿申请工作许可，尤其是部分人用假
名和假社会安全号（以下简称社安号）就业，担忧申请后
和雇主都陷入麻烦。

专家鼓励，多了解抓契机

对美国出台的此项政策，由于华裔的参与度较低，
美国相关组织也开展了多项讲座等活动来解答多数华
人的疑惑。

美国联邦华裔众议员赵美心表示，该法案被视为美
国移民政策上的最大转变，未来能让许多人有社安号和
取得正式工作，一圆美国梦。

美国亚美法律援助处律师王安丽在开展“暂缓遣
返”相关讲座中指出，申请暂缓遣返时不会被询问任何
关于家人的问题，对家人不会产生影响，一旦成功，申请
者除了获得两年合法工作机会，还可申请到纽约州的驾
照及社安号。

“对华裔来说，要多熟悉美国的法律政策，根据自身
的情况，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柳华文
研究员说，“非法移民有非法性质，但与其他人一样，有
同样的合法权益，如果符合相关的条件，要通过多种方
式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美国的华人组织和专业人
士，也应努力使相关的华裔非法移民能够真正地获取其
合法权利。”

在华裔中，也有一些在此次美国暂缓遣返计划中
获益的家庭。圣荷西州一名大学生3岁随母亲从香港来
美，申请童年来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获准后，他已可经
济独立，不需再依靠家人。他表示，因为有了此暂缓
遣返计划，他才体会到之前的读书和努力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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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暂缓派遣计划
华人为何反应冷淡

杨璐璐

婴儿背带见证归侨生活变迁

图为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奥巴马政府的青少年非法移民暂缓遣返及合法工作
新计划当天正式接受申请。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图为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奥巴马政府的青少年非法移民暂缓遣返及合法工作
新计划当天正式接受申请。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日前，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科科尔商厦的电子屏幕上播出“欢
乐春节”视频短片。科科尔商厦的电子屏幕由一块约40米高的主屏及数块小屏幕
组成，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电子屏幕之一。“欢乐春节”视频短片定于春节期间每天
7—24时播放，内容包括舞龙、福字、老者和女童拜年等镜头。

新华社发 （闫建武摄）

“欢乐春节”登上欧陆最大电子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