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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女企业家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给非洲人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们坚强地留在了这片热土上，
为发展非洲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东非总商会副主席
包萍说。华人女企业家凭着一腔热血，正在非洲这片
神奇美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发芽。10 月 24 日晚，
全非洲华人女企业家工商联合总会在约翰内斯堡皇宫
娱乐中心举行第五届会长暨理监事就职典礼。

巾帼不让须眉

“非洲人民与政府追求并支持男女平等，为女企业
家提供良好的扶持性政策，给在非华人女企业家们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非洲华人女企业家工商

联合总会新任会长张晓梅说。
近年来，中非合作为非洲

华人企业家们创造了“461”框
架、中国企业“走出去”、“一
带一路”建设等机遇，华人女
企业家们“巾帼不让须眉”，在
这一发展契机下施展自己的才
华，展现出女性的魅力。“我身
边有很多奋斗在非洲的杰出华
人 女 企 业 家 ， 她 们 有 的 是 医
生，有的做地产开发，有的在
做贸易等，谱写了中国女性在
非洲的奋斗史。”包萍表示。

据悉，非洲高素质女性移
民逐渐增多。过去，前往非洲
的 中 国 移 民 文 化 素 质 普 遍 不
高，如今去非洲发展的中国女
大学生逐渐增多。“非洲年轻一
代华人女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比
较好，素质也较高，在和当地
人的交流上更加积极主动。”在

津巴布韦从事食品化工产业的华人女企业家李曼娟说。

挑战一开始就存在

李曼娟指出：“非洲国家也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
非洲女性大都在家里相夫教子，因此，非洲人在第一
眼可能会对华人女企业家的能力和才干存有疑虑。”

挑战一开始就存在，之后的道路对于华人女企业
家来说也并非平坦。“在肯尼亚，工程承包风险很大，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工程款催不来，政府项目资金不到
位，银行也要还贷，工人又要开工资，资金周转压力
很大。这些挑战对身在海外的女性来说，更加严峻。”
包萍说。

除了经济上的挑战，社会治安问题也是非洲华人
女性企业家们的一大心病。“非洲一些地方的治安很
差，华人女企业家尤其容易成为被抢的目标，身边的
朋友几乎都有过被抢的经历。”博茨瓦纳玛蕾卡宝石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甜甜表示。

此外，对于广大的华人女企业家来说，与当地人
的交流沟通有很大的问题。“许多华人不愿意跟当地政
府和黑人打交道，如营业执照、拘留证等都请中介机
构代为办理，而中介公司出具的文件往往是如出一辙
的，这就容易使政府机构对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导致当地政府对华人的不信任。”郭甜甜说。

落地容易生根难

李曼娟表示，“非洲创业机会较多，许多华人一落
地就是 boss （老板），但是许多华人特别是女性喜欢生
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总感觉和外界隔着一堵墙。”在
南非从事新能源的华人女企业家朱怡苑指出，“由于语
言文化上的障碍，许多中国人觉得再正常不过的词语
可能在当地人看来是具有侮辱性的，容易导致误解。”
另外，“中非文化的差异很大，中国人儒家思想影响很
深，做事讲究哥们儿情谊，但肯尼亚事事讲法律，依
法融入当地社会有难度。”包萍说。

可见，融入是一段艰辛的历程，在非华人女企业
家们正在融合过程中不断摸索前行。正如非洲谚语所
言：“独行可以走得快，合作才能走得远”。

李曼娟表示：“融合要从身边公益慈善活动做起，
多和当地社会交流文化。多和当地机构联合举办活
动，促进双方理解。津巴布韦就有一个‘华人女子合
唱团’，唱非洲歌，也经常和非洲当地人同台演出。”

其实，融入最大的困难不在语言，而在于华人观
念的转变。“许多华人女企业家认为非洲文化原始落
后，拒绝融入当地文化”，李曼娟说。的确，文化的交
流是双向互动的，融合首先要从心理上接受对方文化。

据中新社多伦多10月25日电 （记者徐长安） 当地时间
10月25日，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在此间举行2015“中国熊猫
杯”学生视频创作大赛暨优秀海外华文教师颁奖活动，向当
地获得中国国务院侨办表彰的27名华文教师颁发证书，以表
彰这些教师数十年耕耘于三尺讲坛，教书育人，为华文教育
事业孜孜奉献。

此次优秀海外华文教师评选活动由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于2014年12月评选，旨在表彰投身海外华文教育事业
一定年限，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海外教师们。评选等级分
为连续10年、20年和30年或以上的海外华文教师。

《蓝天白云》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10月26日下午，新西兰华人、前国会议员霍建
强先生 （见下图） 的最新文学著作 《蓝天白云》 全球首发式
在京举办。

霍建强是新西兰工党华裔事务发言人，同时是新西兰高
等法院律师，新西兰国会第49、50届国会议员。早年移民新
西兰后，霍建强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和发展新中两
国关系，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思考比较中外文化，并将多年
来的体会与见解汇集于《蓝天白云》一书。

此次发布会，还邀请了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新西兰
工党领袖安德鲁·利特尔、新西兰工党主席奈杰尔·霍沃斯出
席并致辞。活动结束后，霍建强将新书赠予中外嘉宾及外交
学院学生代表。 （龚 玮）

《欧洲龙吟诗文丛书》巴黎首发

据中新社巴黎10月 26日电 （记者龙剑武） 法国欧洲
龙吟诗社 25 日晚在巴黎为最新出版的该社成员诗、书、画
作品集 《诗文丛书》 举办首发式，为法国侨界再添一段文化
佳话。

此次，《欧洲龙吟诗文丛书》集结出版19位诗友的作品，
全套共17册。这套丛书不仅限于收录龙吟诗社成员的新旧体
诗作，还涉及散文、随笔等文体，更有书法、绘画和摄影等
不同艺术领域的作品，或单独成集，或合著成册。

欧洲龙吟诗社成立于 1990 年，是欧洲最早的华人文学
社团之一，汇集了近百名志同道合者，并与世界各地 10 多
家诗词组织成为姐妹社。诗社从成立迄今，已在 《欧洲时
报》 上刊载数百期“龙吟诗页”，共集结出版 6 本 《龙吟诗
词》。

早前，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 《纽约时
报》 专栏刊登了以“一个尴尬的问题”作为开头的文
章：“为何亚裔在美国如此成功？”引起了亚裔美国人的
关注，不少亚裔包括华裔提出了公开反对。

“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惹争议

据 《华盛顿邮报》 20 日报道，尼古拉斯·克里斯托
弗时常关注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在其文章中，他讨论亚
裔为什么在美国如此成功，引发了亚裔对于这一话题预
料未及、剧烈而迅速的反应。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
裔美国人就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美国波特兰州立大
学教授李斧博士反对这个“模范少数族裔”神话，认为
它虽然是肯定说法，但是并不准确。比如说华裔在美国
总人口占 1.5%，但是华人在国会众院远不到这个比例，
在参院完全没有，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也完全没有。

最近一年多来，不少华裔一直致力于公开反对这个
“模范少数族裔”神话。这篇文章让华裔的反对情绪达到
最高点。据 CNN 报道，亚太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主管
克里斯托弗·康对于这篇文章的回应尤为激烈，他质疑

“为何亚裔在美国如此成功”这一说法，认为它是无知
的，让华裔等在内的亚裔一直背负着刻板的形象。

美国国内最近甚至出现了“模范少数民族叛变”活
动。据美国骑士每日 （The Cavalier Daily） 网站报道，
亚洲学生中心近期举行了“非模范少数族裔”活动，意
在教育亚裔学生打破一直背负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一
刻板、固定形象。

为何反对“模范少数族裔”神话

“模范少数族裔”被用来证明美国社会是一个机会均
等的精英社会。然而，这种观点掩盖了华裔美国人所面

临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包括华裔社区面临的种种困难：
贫穷、毒品、自杀、精神病等。

对于华裔群体的误解会出现严重的政策问题。据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亚裔司法促进中心项目负责人玛
丽塔的看法，她认为，虽然华裔、亚裔人数上升，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将会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因为当政客们
认为这些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会关心他们的需
求。而“模范少数族裔”观念的传播加深了这一看法。

李斧更是指出，因为这个“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使
华裔，以及整个亚裔，都得不到少数族裔应该得到照
顾，如同非裔、拉美裔、印地安人那样。而且使得华裔
在高校录取、社会福利中受到变相歧视。

对华裔学生而言，“模范少数族裔”标记，让他们一
致被视为擅长科学和数学的好学生，此种刻板的印象令
他们在校园感到孤单，受到不公正
对待。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
政治科学讲师孙太一亦认为，“模范
少数族裔”的提法同样也会让人忽
视华裔本身的勤奋和努力，有的时
候，华裔的成功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而其他少数族裔的成功却被视
为是例外。

积极发声最重要

美 国 人 口 普 查 局 最 新 数 据 显
示，美国华人人口已达452万，是美
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也是所有少
数族裔中仅次于墨西哥人的第二大
族群。华人总体经济状况在亚裔中
处于中下水平。

餐饮业是华人从事比例最高的
职业。数据显示，高达12.3%的华人

劳动力目前从事饮食行业，这几乎是程序员 （4.6%） 和
从事教育事业 （4.5%） 及医疗事业 （4.1%） 人员的总
和。总体来说，这四项是华人劳动力中从事人口最多的
职业。然而餐饮业的收入并不高。

“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给华裔带来了负面影响。据
NBC新闻报道，美国社会刻板地认为华裔都有钱。对于
在美华裔来说，公开反对“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积极
发声尤为重要。

“改变‘模范少数族裔’这一刻板形象，关键在于华
裔要更多地广泛地参与社会，特别是参与政治，争取全
面的社会权益；也要更多地投入公益事业。这一点近年
有改进，但是还很不够。不仅与犹太族裔差距很大，而
且与非裔和拉美裔相比也不足，与印度裔相比也有可改
进之处。”李斧表示。

1931 年，当吴先生走下火车抵达意大利米
兰时，他是一无所有的，除了另外一个中国同
胞的名字，一个关乎他接下来如何在异乡生
存、生活的老乡的名字。他低下头，一座被山
丘包围的小小村落在他的脑海中、瞳孔里清晰
地浮现着，那是他无论身在何处也无法忘怀的
故乡——浙江青田。然而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这也是吴氏家族在意大利奋斗发展的起点。

上述场景正是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一本关于
华人移民意大利的漫画 《春秋》 中所描述的一
幕。据 《意大利晚邮报》 近日报道，这本由吴
先生的孙子及其女友所画的漫画书，生动形象
地描述了 1931年移民到意大利的吴氏家族近百
年的历史岁月，描绘出吴先生如何从一个卖领
带的小商贩变成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以此折
射出整个华人群体在意大利乃至整个南欧的奋
斗史诗。初到意大利的吴先生为自己的生存条
件感到担忧，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
发，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形势的不稳定，
他的担忧逐渐从自身转移到了远在中国的家人
身上。这成为一条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

有人用漫画回顾家族奋斗史，也有将当下
上班族的生活与工作描绘得妙趣横生。新加坡
华人漫画家吴祯政 （笔名“无语”） 长期以来
在 《联合早报》 的 《朝九晚五》 栏目中，通过
塑造各种性格鲜明、身份各异的动漫角色，如
脾气暴躁的老板、整日惶恐的小职员、压榨下
属的领导以及百般受挫的新员工等，以及他们
之间复杂的关系，展现了上班族的生存之道，
也讽刺了当下官场与职场斗争中阿谀奉承、欺
压底层等阴暗面。

而同为新加坡漫画家的小邝，则通过一只
名为“猪子”的小猪的眼睛，阐述出他对人生
的希望与感悟。小邝在绘本 《猪逻辑》 中，以
猪代人，将一只只可爱的小猪放置于不同的场
景之中，讲述不同的故事。例如绘本中的一
篇描绘的是，猪子身着冬衣在溜冰场上滑行，
眼角的泪滴和红色的围巾一同飞扬。这幅图下
方配有“有时候，笑是为了把泪水挤出来”这
一句话，小邝借助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向大
家传递出苦乐相依的人生道理。

落 地 还 需 生 根
——非洲华人女企业家的艰难融入

杨 宁 钟晓燕

台湾同胞在全非洲华人女企业家工商联合总会新班子就职典礼上表演高
山族舞蹈。 来源：中新网

海内外侨讯

国侨办表彰海外华文教师

美华裔为何反对“模范少数族裔”神话
蔡柳梅

亚洲学生中心近期举行了“非模范少数族裔”活动。
来源：美国骑士每日网站

小漫画有大天地
岳 虹

图为新加坡漫画家小邝 《猪逻辑》 绘本
中的一页。

图片来源：《猪逻辑》百度百科

当 地 时 间 10 月 24 日 10 时 ， 执 行 “ 和 谐 使
命-2015”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圆满结束
对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友好访问离开帕皮提港，前往
下一站美国圣迭戈进行友好访问。图为“和谐使
命-2015”任务指挥员管柏林与前来送行的法属波利
尼西亚华侨华人握手告别。

中新社记者 江 山摄

和平方舟结束访问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平方舟结束访问法属波利尼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