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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国正在经历着第二轮移民
潮。由于市场庞大，大批移民中介机构有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本是正经买卖，
但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从了解相关
政策、选择合适的申请类别，直至最后提
交材料，不法之徒都要插手，把诚心的申
请者硬是拉入“欺诈游戏”，处处设套，

“步步惊心”。近日，据美国 《华尔街日
报》报道，自美国纽约州移民援助服务法
案于今年2月起生效以来，纽约州对移民
欺诈案件加大打击力度，首起案件于上个
月提起诉讼。移民欺诈，这种新式诈骗术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诈”你没商量

提供虚假法律援助、伪造文件、实施
盗窃、无证充当律师……69岁的布鲁克林
男子霍华德·塞德勒因一张伪造的社保卡
现被关押在雷克岛。作为纽约官方重拳出
击的有力体现，案件一出便引起轩然大
波。皇后区检察官经济犯罪办公室的负责
人帕夫利德斯表示，这类事件早年就很猖
獗，只是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打击。尤其华
人新移民数量近年来不降反升，成了不法
分子的主要攻击对象。

移民欺诈，顾名思义，是在移民的
某个环节或者整体过程中给申请人提供
误导信息，诱使申请人故意隐瞒或提供
虚假信息的行为。“骗局常埋伏在各个步
骤中，很多人因为语言障碍，以及对移
民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盲目
相信他人，严重者会造成个人不良记
录，丧失踏入移民国家的权利。”新西兰
新民国际留学移民事务所的张爽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

不仅仅是在美国，在“移民大国”澳
大利亚，移民因欺诈受害的现象也是屡禁
不止。据澳洲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华人表
示他们在澳洲找工作时经常被要求支付相

应的签证担保费用，而这
笔费用甚至高达 7 万澳元。
签证欺诈者往往通过网络
聊天室及社交网站，向希
望留在澳洲的海外学子伸
出魔爪。

“有些移民对最新的政
策不了解，很容易听风就
是雨。之前小区里的华人
朋友就是轻信了中介机构
的话，没有亲自考证，最
后绿卡没办下来，反而丢
了工作。”在美新移民梁女
士谈及此事时这样说道。

“哑巴吃黄连”

据业内人士分析，移
民中介市场和国内移民者
心态不成熟，让移民欺诈
有利可图。苍蝇不叮无缝
的蛋，外部环境和个人因
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的诱因。

纽约州政府网站报道
称，移民欺诈是一种在美国没有得到充分
举报的犯罪行为。帕夫利德斯还表示，这
类欺诈通常都涉及小额金钱，也往往只能
以轻罪或低级别重罪指控。如果立法机构
能通过立法对这些罪行进行更严厉的控罪
的话，情况将大为改观。

“现在华人富商移民海外的越来越
多，急于获得身份和社会认同，往往‘乱
花渐欲迷人眼’，只要能尽快走完程序，
花多少钱都愿意。”加拿大移民专家刘先
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走完整个移民程
序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到两年不等，出于
海外投资、事业发展的需要，非常规移民
程序往往成为这类人的首选，所以不法分
子才有机可乘。

数据分析显示，遭欺诈的大部分移民

都是无证移民，就算遇到欺诈，也不会将
其上报。刘先生还表示，迫于敏感身份，
又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或不会英语，害怕
接触执法部门，都使得移民欺诈行为愈加
猖獗。“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移民行业的扰
乱，并且严重损害持牌移民顾问的整体形
象。”张爽向本报表示，移民欺诈应受到
严厉处罚。

多了解 善识别

如今，多国为防范移民欺诈，正在进
行移民改革。7月10日，英国发布了首份
华人移民报告，出台了创业创新产业人才
的新移民政策。美国给了投资移民申请人
更多名额，并因此减少了 3 至 4 年的排

期，避免了华人富商被欺诈的可能性。此
外，澳联盟党政府执政后，在今年 7 月 1
日起增大了边防力量对移民项目上的监察
力度。

要想移民，先懂行情。加拿大移民专
家刘先生表示，民众在委托律师办理移民
手续时务必签订书面合同，以免被别有用
心之人钻了空子。“在代理申请前，我们
建议申请人去申请国移民顾问管理局的网
站查找移民顾问的个人信息及牌照历史，
要求查看移民顾问的证件。”张爽向本报
表示，这一步千万不能走错。

移民心态要放平，移民程序须遵守。
非常规渠道的“忽悠”，是“馅饼”还是

“陷阱”，国内移民者必须小心求证，谨慎
从事。

一提起福建文化，人们不假思索就会想到
茶、饮食、闽南特色，这些都是八闽文化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人们或许不知，侨乡文化也是八闽文
化中的“生力军”。近年来，福建省强化对侨乡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让八闽侨乡上演了一出出好戏。

保护历史遗产

福建沿海，港口密布，早在唐朝初年，泉州
沿海一带就有人前往菲律宾谋生。宋元时期，泉
州对外交往频繁，成为中国
主要对外贸易商港。一些人
出海经商后定居在菲律宾、
马来亚和印尼等地，成为福
建早期华侨，开启了福建跨
越千年的华侨史。

千年时光，侨去侨归，从
铭刻着海上丝绸之路汹涌波
涛的巨型玳瑁标本，到鼓浪
屿上中西合璧的华侨建筑

“海天堂构”；从“家书抵万
金”的百年侨批，到帮助华侨
返乡寻根的华侨史族谱……
或虚或实、或大或小，都承载
着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符号
和印记，为八闽大地留下了
丰富的华侨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这些宝贵的华侨历
史文化遗产，福建逐步加大
了保护力度。侨批是海外华
侨寄至中国的汇款和家书，见证了华侨移民、创业
以及广大侨胞对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2013年，福建侨批携手广东侨批申遗成功，入选“世
界记忆名录”，目前福建各个研究机构正在加快侨
批对外展示的步伐，并着手将侨批纳入中小学教

材。
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八闽侨乡

还注重以丰富的活动让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中
来。福建省档案馆曾携手华侨大学举办福建侨批
档案展，翔实的实物资料让观众震撼。还有民众
在其他展览上捐出了重要文物。

深挖侨乡文化

光保护可不够，还得对华侨历史文化遗产进行

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才行。借福建旅游业品牌“清新
福建”推出之机，八闽侨乡纷纷将侨乡文化与旅游
相结合，用侨乡文化搭台，唱特色旅游大戏。

侨乡龙岩市东肖镇就以5座古建筑为中心开辟
了一条特色旅游线路，为游客讲述华侨故事。东肖

镇的华侨古建筑保存完好，多为中西合璧的洋楼，
其中振声楼的主人是旅印华侨，他们隔几年就会回
乡一次。

龙岩市下洋镇党委书记表示，美丽乡村建设，
尤其需要注重古村落的保护。为成为具有侨乡特色
的现代新型小城镇，下洋镇通过维修古建筑、建设
纪念馆等方式，借助客家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地及名
人祖籍地等优势，塑造侨乡文化品牌，构建出一套

“游初溪土楼、观中川古村、沐绿色温泉、尝下洋小
吃、品侨台文化”的旅游新格局。

打开发展空间

“家家是侨眷，户户有
侨屋”，是泉州市永春县丰
山村的最大特色，小小的村
子却拥有 3000 多名海外侨
胞。丰山村曾经财政收入低
于万元，但一直致力于保
护、挖掘侨乡文化，并成立
专门的侨务联络小组，时常
帮助远在海外的相亲修葺祖
屋与祖坟。

以侨乡文化为纽带，丰
山村村民始终与海外乡亲保
持着良好互动，海外侨胞造
福乡里以及“华二代”们回
乡探亲都推动着村子的快速
发展，帮助丰山村荣获“国
家生态乡村”等荣誉。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全国第三个“金改区”、
侨梦苑相继在福建落地，八闽大地借助“侨”
力，再次扬帆起航。文化虽软，却最抓人心。八
闽大地借助这个纽带，汇聚侨心、发挥侨力，正
在开启与华侨华人合作共赢的美好时代。

探险，被誉为勇敢者的活动。古往今来，无数
中国人为探险“竞折腰”。他们上天入地，走南闯
北，打开了自然界一扇又一扇紧闭的门窗。当华人
走向世界，也不忘把骨子里对探险的热爱淋漓尽致
的表现出来。

近日，一群热爱四驱越野车的美国华人穿山越
岭至犹他州的峡谷地国家公园探险。这个队伍包含
15 位南加州的华人和他们的 4 位友人，他们总共开
了 5 辆休旅车，每辆车上面都捆满了补给品与脚踏
车。

到渺无人烟的峡谷内探险，足迹遍布美西各
州，听上去十分有趣，但险象环生。峡谷地国家公
园被科罗拉多河及支流侵蚀成数不清的峡谷盆地，
给开车带来很大困难。带队者杰夫·郭说，车队主要
通过卫星图确认地形，但进峡谷的第一次，就发现
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坑，所有人七手八脚搬石头把
坑给填满后，车辆才得以通过。

热爱探险的不仅仅有美国华人，还有日本华
人。其中，旅日华人画家金醒石的赴南极写生的经
历让人惊叹不已。登南极最危险的莫过于过“魔鬼
西风带”。金醒石表示，在过这段海域的时候，船有
时被大浪推高十几米，有时又从十几米的高度掉下
来，十分惊险。“那时真是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时刻，金醒石还坚持作画。
而在南极，金醒石的画作超过了100多幅。他说，去

南极的经历是对生命与艺术极限的双重挑战，也是对生命与艺术的双重超
越。

有的华人探险者爱好“脚踏实地”，有的则注重“仰望天空”，但无论
是哪种，华人爱好探险、勇敢无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承认。在几个
月前公布的“火星探索移民计划”100名志愿者入选者名单中，4名华人的
名字格外显眼。他们分别是中国的李大鹏和林晓霞 （Xiaoxia Lin音译），美
国华裔女子边思恩和英国华裔女性麦琪·刘 （Maggie Lieu）。

众所周知，“火星一号”是由荷兰私人公司主导的火星探索移民计划，
目的是在火星建立永久居住地。该项目被称为“单程之旅”，因为志愿者一
旦出发就不再回地球。不过这对爱好探险的华人构不成“威胁”。英国华裔
24 岁的麦琪·刘甚至表示，“希望开人类之先，在火星生育子女，名留青
史。”

无论是在未知的暗流涌动的探险道路上，还是在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中，华人探险者都无所畏惧，乐享拼搏。他们的精神也会激励更多的华人
永不言弃，勇往直前。

2015 中国 （上海） 国际青少
年校园足球邀请赛正在上海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众多侨胞在牵线
组织海外球队参赛过程中起到重
要作用，他们全面参与赛事筹划
组织，不仅邀请到 8 支境外球队，
还为赛事募资达930万元。

而在这其中，也涌现出一批
年轻的新侨人士，他们如同老一
辈华侨华人一般，满怀一颗“中
国心”，尽己所能。

2000 年 ， 胡 影 远 赴 德 国 求
学，在朋友的介绍下，抱着广交
朋友的想法于 2005 年加入旅德上
海华人华侨总会。10 年来，从一
名普通的会员到侨团里的青年骨
干，胡影最大的感受是“我学到
了让我终身受益的做人处事之
道”。

汶川地震、反独促统……每
一次祖国需要力量的时候，在会
长龚礼明的带领下，侨胞们都会

“动脑子想办法，出钱又出力”，
“他们真是可以做到无私奉献的境
界，不求回报，不图名利”。

胡影认为，新生代华侨华人知
识层次高、从事领域广，爱国之心亦
日趋强烈，我们都希望弘扬中国文
化，互帮互助同发展，但是要讲究方法，要发挥年轻人语
言水平高、接受新事物快等优势，融入当地人民的文化和
生活中去。

“而这些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首先要做好自己，
做好事业，才能有精力、财力、人力、物力去做好侨
务事业，为祖 （籍） 国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说。

每场俄罗斯青少年足球队的赛场旁，总有一位短发
齐耳、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孩，扯着嗓子为队员们助威呐
喊她就是金夏冰，上海俄罗斯商会原会长姚文君之女。
今年3月，正当一切球队筹备工作都在顺利推开时，不幸
却降临，姚文君和丈夫在一起意外中双双离世。年仅 26
岁的金夏冰在悲痛中接过母亲的“接力棒”，多次往返俄
罗斯和中国，完成了父母未竟的工作。

姚文君的丈夫是俄罗斯议员。去年底，当她得知
在上海将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时，立即与丈夫
一起为促成俄罗斯青少年足球队赴上海比赛奔走起来。

“那段时间，母亲时常在我耳边唠叨足球赛的事，
看得出她很开心。”此番是金夏冰第一次发挥“侨”力
参与工作，最终在上海俄罗斯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完
成了各项筹备任务。

足球赛是母亲担任俄罗斯上海商会会长后第一件
出力办的实事，“大家都很关照我，我希望我现在所做
的能慰藉父母的在天之灵”。 （据中新网）

当地时间 7月 13日，中国高
级定制设计师劳伦斯·许的“云
锦大秀”在米兰世博会南京周上
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纯云锦
大秀，37套用皇家云锦面料制成
的，融合千年历史和当代时尚元
素的高定华服，在山、水、城、
林的四个不同主题中分别华丽展
现。

宗 和摄 （中新社发）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林思含） 北京市侨联社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于7月15日在京举行。国侨办及中国侨
联、各国归侨抗日老战士、各侨联社团领导等出席了此次大会。

会上，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巫乐华作了关于东南亚华侨反抗
日军侵略的专题报告。各侨联社团随后进行了文艺演出，通过诗朗诵、大
合唱、舞蹈等形式，抒发了侨胞的爱国情怀与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图为侨联社团的文艺演出。 王洪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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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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