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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赞比亚南方省穆库尼部落举行年度奔
尼穆库尼庆典，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武官郑勤力，赞比
亚政府官员，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以及加拿大的传
统部落首领代表以及在赞中资企业代表等受邀出席。

享有数百年历史的穆库尼部落是赞比亚最著名
的部落之一，部落的村庄距维多利亚瀑布只有 6 公
里。“奔尼穆库尼”的意思是“穆库尼人”。奔尼穆
库尼庆典是为了将穆库尼人和历史上从该部族分出
去的部落汇聚在一起，共同纪念穆库尼部落的历
史。该庆典通常于每年的7月举行。

有侨领表示，希望通过协助当地活动，来更好
地促进在赞华人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穆库尼酋长
说，中企对穆库尼部落的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做出
了很多努力，对此表示感谢。他表示，中方支持保
护赞比亚传统文化，是中赞传统友谊的传承和发扬。

（摘自《非洲华侨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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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希时报》 迎来创刊 10 周
年，但本应有的“喜庆版”却始终被充满了
悲情和悬念的希腊新闻所占据。自今年 1 月
底齐普拉斯带领左翼政党上台以来，希腊再
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希腊唯一的华文媒体，《中希时
报》 自然成为最权威的新闻源之一。然而，
在包括网络媒体、自媒体在内的各种新闻平
台制造的信息洪流中，如何不被淹没并从客
观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希腊”，既是报社
的挑战，也是进步的机遇。

齐普拉斯和国际债权人的谈判持续了半
年，最高潮的“戏码”出现在 6 月——离延
续援助协议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但在“明

日复明日”的谈判中，始终似近还远。6 月
26日将近凌晨时分，齐普拉斯突然出现在希
腊电视屏幕上，宣布举行全民公投。

第二天的雅典，气氛变得格外凝重，大
街上的 ATM 机前都排起了长队。在 《中希
时报》 社办公室，上班的中国同事议论纷
纷：“这样挤兑银行能否撑得住？”“是不是
要实施资本管制了？”“这次真的要退欧
吗？”接着还有人带来了更令人惶恐的传
闻：“快去给汽车加油吧，听说汽油都不够
用了。”“快去超市吧，大家都在囤积食物了
……”在旅希侨民的微信圈子中，虽然大家
早已纷纷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信息，但传闻毕
竟只是传闻，大家都想从正规的新闻媒体找

到充足的证据。
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新闻传播更要把好

关、守住原则。《中希时报》 此时此刻应该
向公众传播经过核实的准确消息，危言耸听
或推波助澜都不是自律媒体应有的行为。因
此，这段时期的 《中希时报》 重点阐述了公
投的目的、债权方的反应、各方的警告和评
论，同时以短消息的篇幅报道了自动取款机
旁有民众排队的事实。此外，报纸谨慎地引
述了外电对于有可能实施资本管制的猜测。

“墨菲定律”继续生效，资本管制还是
来了。随即，世界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想
知道在希腊银行关门、每天限取60欧元现金
的情况下，希腊人究竟会有多么惶恐和无

助。希腊市民在银行前鼓噪、雅典超市被抢
购、货架空空如也的信息和图片纷纷成为头
条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

此时，旅希华侨却困惑了：明明希腊市
面非常平静，市民淡定地在自动取款机前有
序排队且超市商品仍然充足，为何在媒体的
报道里，希腊就变得如此狼狈呢？在微信朋
友圈中，在希腊工作和生活的朋友都不约而
同地上传当天在大街上及超市里的照片，以
传递自己所见到的真实情景。《中希时报》
的记者编辑坐不住了。经过深入了解和采
访，报社先后刊发了多篇记者手记，图文并
茂地还原了在资本管制下市民的真实生活。

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中，新闻导向非
常重要。它既告诉人们真相，也指导大家思
考，同时安抚读者的情绪。如果媒体此时抱
着“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心态，那本应严
肃的时政新闻就会娱乐化，本应准确的实时
消息就会变成混淆视听的流言。

7月5日公投当天，有大批读者守在《中
希时报》 官网——“希中网”前，不断刷新
消息。对于旅希侨民来说，希腊的公投结果
及形势走向对其工作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旅希华商们最关心的问题是，银行何时能够
重新营业，店铺的生意何时能够恢复常态。
为了带给大家最及时准确的消息，报社采编
人员都紧盯投票站和希腊电视新闻中官方公
布的最新情况，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写成稿件
刊发。

侨胞读者的关注是一种原动力，同时也
是 《中希时报》 继续办下去的基础。希腊债
务危机总会有过去的一天，我们相信，见证
过风风雨雨的 《中希时报》，将本着“植根
异土，善传生计”的理念，以更坚实的步
伐，一路走下去。

题图：希腊实施资本管制以来，超市里
商品充足，秩序井然。图为 7 月 7 日，在雅
典郊区的一座超市里，一名女顾客边打电话
边购物。 新华社记者 刘咏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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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中餐馆的菜系多种
多样，中国美食是满足舌尖享受的
不二选择。很多旅西华人初来乍
到，也是用中餐馆打出了自己的一
片天地。

近期，西班牙各大主流媒体的
报道掀起了一波“中餐热”，西班牙

《国家报》和《世界报》开始探索各
式各样的传统中国美食，其中以
甜、咸、鲜为代表的粤菜受到了西
班牙媒体的广泛认可。

西 班 牙 《国 家 报》 的 文 章 写
道，典型而又传统的中国美食在西
班牙受到了冷遇，于是华人店主开
始改良自己的美食。他们在中餐里
加入了西班牙火腿、曼萨尼亚酒、
西班牙海鲜饭和鱿鱼三明治等食
材。这些中餐馆是西班牙文化真正
的“追星族”，这样的结合方式更加
符合西班牙本地人的口味，在西大
受欢迎。

然而，如果真想在西班牙品尝
到传统中国美食，上述改良版食物
相差甚远。中国传统美食不仅仅是
一种食物，更有历史和习俗的味
道，每一道传统菜肴都有它非常独
特的故事。

比如说春卷，相传是中国人为
了庆祝传统新春而创造出的食物，
里面添加的每一样蔬菜和肉类都有
自己的含义。而现在，大多数欧洲
中餐馆的春卷都是改良版的，甚至
还加入了西班牙火腿，也失去了原
本所包含的立春的意义。对很多西
班牙人来说，他们更渴望品尝到饱
含故事和意义的传统中国美味。

与此同时，西班牙 《世界报》
也刊载了类似的文章：西班牙人品
尝中国美食，不仅希望得到美味的
舌尖享受，更希望能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和美食故事。《世界报》 认
为，中国美食是世界上最精致、最
美味的食物之一，中国美食已经得
到全球范围内的认可。

然而，很多西班牙人不知道，
在一些比较偏僻的街道，却有着让
人惊奇的传统中国美食。一般情况
下，西班牙人常去的中餐厅装修都
过于“中国化”：大红色的装饰，盘
子餐具上面都是龙。而这些偏僻小
店，装修虽不及其他中餐厅那样奢
华，却可以品尝到中国最地道的叉
烧、点心和菜肴。这些平价的传统
小吃，朴实而又真切，充满“中国
的味道”。

《世界报》走访了马德里一些比
较偏僻却非常受华人自己欢迎的传
统中餐店，称之为“一种完全新奇
的体验”：在那里，真正能感受到中
国传统美食的伟大，也品尝到了中
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味道。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6月底，英国伯明翰一个华人家
庭遭遇重大车祸，造成 2死 3伤的惨
痛结果。事件牵动数十万在英华人的
心。

事故发生在伯明翰汉兹沃斯的格
若佛巷。当时，母亲吴竹兰与4个孩
子准备坐公共汽车去周日学校学习中
文。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疾驰的
汽车撞倒。其中两名女孩在事故中丧
生，母亲和另外两个年长的孩子也身
受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英媒报道，事发时，孩子的父
亲吴铭金正在当地的一家披萨店工
作，得知事故后立刻赶往医院。

《英中时报》 记者了解到，事故
发生后，这个不幸的家庭牵动着英国
华人的心。一周之内，旅英华侨便开
始自发地筹款捐助。组织者之一、英
国上海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严根琴女
士在接受 《英中时报》 采访时表示，
看到新闻后，她感到十分难过，便立
刻在“英国商群”的微群里分享，并
希望尽力帮助。结果次日一早，就收
到了群里不少朋友的回复。

严女士表示，第一天群里就筹集
了 2000 英镑。6 月 28 日，英国华商
群成员相聚在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参加
赛龙舟活动，同时在活动现场不远处
设立捐助点。据了解，华商群的活动
在之前就已决定，当天现场的捐款活
动是临时加上的。出乎组织者意料的
是，现场反响非常热烈，捐助者有的
以个人名义，有的以企业的名义，还
包括各个同乡会在内，都积极踊跃地
献出爱心。

“看到华人同胞在英国遇到车
祸，大家都想去帮助这个家庭。”严
女士说：“我来到英国27年，这次的
行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华人侨胞的团

结，大家互爱互助就像一家人。”
据悉，“英国商群”是一个 200

人左右的微信群，主要包括英国华
人企业家和学生。“群主”任广峰
对 《英中时报》 记者表示，这次完
全 是 群 里 的 一 个 自 发 捐 助 活 动 。

“在短短几天内就可以筹集到这么
多，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次
捐款大家都很踊跃。虽然与当事人
素不相识，但是同为海外华人，一
人有难大家帮。”

据统计，英国华人企业家共筹集
到1万多英镑。善款由代表亲自送至
吴先生家中，并带去大家的关怀和慰
问。任广峰表示，钱是小事，但背后
的情意让人感动。现在华人的条件比
以前更好，也更加慷慨。

除 了 旅 英 华 人 社 团 的 筹 款 项
目，《英中时报》 记者还了解到，
事故发生后，伯明翰华人议员和伯
明翰华人社区也在网络上发起了目
标为 1 万英镑的捐助活动，为这个
遭受重大打击的华人家庭提供帮助
和支持。

截至本月初，筹款网页上已有超
过 231 位捐助者和 7615 英磅的善款，
网页被分享了516次。网页显示，捐
助者大多为个人，也有来自英国其他
城市的华人社区团体。

网络捐助发起人之一、吴先生的
好友表示，网上筹款活动还会继续，
直至达到目标。近日还有许多组织在
自发地捐助善款帮助吴先生家庭。这
位好友将捐助者的留言和信息都转告
给了吴先生。吴先生对大家的帮助和
支持表示由衷地感谢，表示会将所有
的捐款存放在基金机构里，供两个孩
子未来使用。

（摘自英国《英中时报》）

“看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曙光！”“唱
吧！黑暗中自由也会倾听，我们的歌唱……”7
月 10 日傍晚，绿树葱茏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里，
120余名来自法国巴黎之春合唱团、武汉星海合
唱团、上海新灵合唱团的团员以著名的《黄河大
合唱》 组曲为主题，唱出了心中的“和平之
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吸引
了数百名法国观众和华侨华人驻足欣赏。

为弘扬中华儿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
突出历史贡献，促使人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此次“和平之声音乐会”向法国主流社会表达了
华人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强烈愿望。据巴黎之
春艺术协会会长吉祖英介绍，音乐会经过6个月
的精心筹备，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多方共
同努力下终于办成这场音乐盛会。

卢森堡公园隶属法国参议院管辖，参议院宣
传处主动提出为主题音乐会作宣传，在公园沿街
的铁栅栏上贴满音乐会海报。国内合唱团团员也
自费承担各自的国际旅费和在境外的食住行费
用，前来参加此次公益演出。吉祖英表示，希望
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给
年轻人补上这段历史，而音乐不失为表达这一沉
重主题的最佳形式。

合唱团献唱了 《黄河大合唱》 组曲、《龙的
传人》、中法文 《游击队之歌》 等16首经典爱国
曲目。法国斯当道尔四人组合参与了法语版《游
击队之歌》的演出，表达中法人民对和平共同的

热爱；果敢的二胡独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上》消除了语言障碍，以最民族的方式将中国人
珍惜和平的感情娓娓道来；斗志昂扬、恢弘大气
的《黄河大合唱》将音乐会推到高潮，赢得了现
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偶然碰到这次演出，我非常意外和惊喜。”
从中国来法旅游的观众王先生说，“有这么多法
国人在台下欣赏中国的音乐，倾听中国的声音，
我感到非常自豪。”

斯蒂法妮女士说，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法国
也是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成员国，她非常能够理解
这些歌曲中表达的含义，感情是相通的，这些歌
曲非常有魅力。

合唱团于7月12日晚在玛德莱娜大教堂举办
了 《爱之声音乐会》，众多职业独唱、独奏艺术
家和 120人的合唱团一同演绎中国和世界艺术名
曲，表达仁爱薪火相传的愿景，企盼世界求同存
异，和平永驻。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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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莉莎

●法国

纪念反战胜利70周年
巴黎唱响《黄河大合唱》

姜婉茹

图为事发现场图为事发现场

●●英国英国

华人遭遇车祸华人遭遇车祸
侨界慷慨解囊侨界慷慨解囊

朱思睿

图为穆库尼酋长点燃象征领导权的火炬图为穆库尼酋长点燃象征领导权的火炬。。

●西班牙

舌尖美食舌尖美食
期待中国故事期待中国故事

图为观众在卢森堡公园欣赏音乐会。图为观众在卢森堡公园图为观众在卢森堡公园欣赏音乐会欣赏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