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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整整28年了，头一次
回国过中秋，而且还是在中国最美
丽、最富有魅力的新疆！

9 月 20 日，我从澳大利亚飞回
中国，参加“2015华文媒体丝路行”
的采访活动。我是福建人，对新疆的
了解甚为肤浅，除了从小喜欢听新疆
的歌曲之外，就是从身边朋友的闲聊
中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且都停留在过
去的“仨瓜俩枣”的想象中。然而，真
正让我得到细致且全面了解的，还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每星期五的专刊
——“魅力新疆”报道。

此次随团来到了新疆，让梦想
成为现实，让想象变成真实，亲眼目
睹了新疆的发展，切身感受到新疆
的巨变。雄伟壮观的天山，吐露着
甘泉，滋养着广袤的新疆大地；清澈
蔚蓝的天池，是上天的恩赐、自然的
造化，给新疆人无限的遐想和追求；

《西游记》中每一章回的神话传说，
是对新疆自然地理环境的真实写
照。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多年
前的那一批批军人，为了西陲边疆
的富饶美丽，怀着对建设祖国的伟
大信念，屯垦戍边，立地成农，穿着

军装，扛着锄头，露宿土坑，用一颗
忠心、两只空手不懈地努力奋斗，创
建了一个崭新的新疆。

今天，以石河子第八师为代表
的14个师，用两代人的生命和汗水
浇灌出一片片绿色的海洋，开垦出
一块块丰收的田地，建造起一座座
幸福的家园。他们的崇高形象，比
天山更高大；他们的创业故事，比神
话更精彩！耳闻目睹、切身感受兵
团人的成就，怎能不为之动容，怎能
不为之震撼，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们
更加肃然起敬？

中秋之夜，当我们走在乌鲁木
齐的大街上，宛如回到阔别已久的
家乡。我们悠闲自在地穿街走巷，
深深地感受到了那份在中秋月光之
下的优雅和宁静，那份多民族聚居
的风趣和融洽，那份沐浴在金色秋
风中的舒心和温暖。

噢，今夜的中秋，月是那样的
圆，那样的亮。虽然我没有品尝到
家乡的月饼，但新疆的月饼不是更
香甜，新疆的月光不是更美丽吗？
新疆，我们看到了，和谐美丽的地
方，圆了我的“中国梦”，让我体味
了28年来最美好的中秋佳节。

西安市是一座定位明确的城
市：十三朝古都、古代丝绸之路东
起点、西部大开发桥头堡、新亚欧
大陆桥重要城市。今天，在“一带
一路”的国家大背景下，这座城市
各方面的建设都不忘强调“丝路起
点”的特色，办起了“洋货码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新
亚欧大陆桥的建成，陕西人就有了
重塑“丝绸之路”辉煌的梦想，并
产生了建设国际内陆港想法。日前
到 西 安 国 际 港 务 区 参 观 采 访 看
到，这个2006年起建的大型物流园
区，旨在建设“西北地区枢纽性、

全国最大的国际陆地港口，黄河中
上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和商贸集散中
心”，历经 10 年之后，已经到了验
收成果的时候。

2013 年 11 月 28 日，陕西省首
趟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列车，
从西安港务区出发，前往哈萨克斯
坦的阿拉木图市。据港务区工作人
员介绍，截止 2015 年 6 月，“长安
号”已开行 93 列 4600 车，货物在
哈萨克斯坦分散到中亚5国的44个
城市和站点，班列实现每周 2 到 3
班的常态化运行，已然成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上的一条“黄金通道”。

“长安号”实现了走出去，港
务区的“洋货码头”则方便让海外
的货物走进西安市民的家里，这个
形象又复古的名字，说的是港务区
去年10月底上线的跨境电子商务网
站“iesroad.com”。在这座内陆城市
的“码头”，记者们看到来自澳大
利亚的奶粉，日本的婴儿用品，还
有欧美食品等，各种“洋货”小邮
包琳琅满目。西安国际港务区宣传
办公室主任李钊介绍，目前普通市
民找“海外代购”，存在质量管控
问题等灰色地带，而“洋货码头”
的商品，则是100%通过海关检验检
疫的进口合格产品，确保了质量、
鉴别了真伪。

除了质量保证之外，“洋货码
头”的货物价格也有优势。以英国
牛栏牌初生婴儿奶粉 900 克装为
例，香港大型连锁超市售价为 269
港元 （约人民币219元），而在“洋
货码头”交易网站上，此款商品售
价仅为人民币 190 元。李钊透露，
这里的商品目前主要以小邮包的形
式进口，目前只征收行邮税，税率
比较低。

秋月新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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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日宣布到 2020 年要
实现100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其
实，早在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便
宣布过一个“十万强”计划，提
出到 2014 年时，派 10 万名美国
学生到中国学习。此后接下来的
5年里，在私人捐助和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资助下，到中国学习的
学生数目最终达标，今天在中国
的美国学生估计有20万人。

2013 年 12 月初在结束访问
中国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建议英
国学生与其学习法文或德文，不
如学习华文，他说：“我要英国
与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建
立联系，这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学
习华文，与他们做成未来的生
意。”他说，今天出生的英国孩
子，当他们离开学校时，中国已
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英国不须要等待这一代新生
国民的成长便已收获跟中国发展
关系的实际好处，卡梅伦鼓励其
人民学习华文因此增添了巨大动
力。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目 前 英 国 有 20 万 学 子 在 学 华
文，而未来 5 年，英国准备送 8
万名学生到中国学习和实习。

且不说欧洲各国、澳大利亚
等鼓励学生学习华文已蔚成风气，
在亚洲，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学习华文在韩国已非常普遍，
自2007年起，汉语便已取代日语
成为第二大外语，韩国大企业也偏
爱懂得汉语的双语人才。

泰国已将汉语列入国民教育
体系。据泰国教育部的不完整统
计，目前泰国共有 3000 多所学
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
人数达到80多万。

世界上普遍掀起华文热已有
一段时间，在各国的国际机场和
公共场所设有华文指示牌，早已
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游客成
为不少国家吸引的重点。

一个国家的语文的国际重要
性跟它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有
很大的关系，华文地位随着中国
经济体的崛起而日渐受到重视是
必然的结果。华文的学习在世界
各国普遍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中
国文化的影响力。

华文在世人眼中原本就是难
学的语文，但影视教材、计算机
科技和民间交流，都加速了华文
在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西方的
语文，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都曾经借助殖民主义和宗教力量
向世界各地传播。英文作为国际
上最重要语文的事实，即使是在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
后也不会改变。但当美国、英国
和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都越来越
重视华文的时候，它所发出的信
息是很明显的。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华文国际地位
显著提高

连 荷

连日来，中欧领导互访频频，习近平主席访英受到高规格接待，又有德

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先后访华。欧洲华文媒体热议：中欧关系

热络，已经进入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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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法国总统奥朗
德 11 月 2 日展开其任内对中国的第二次国事
访问。这也是首位西方国家元首在一个任期
里两次访问中国。可见当前法中关系的热络。

今年春天，习近平访法，法中联合公报
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加了一个“紧
密持久”的定语，说明法中关系已经度过

“波动期”，进入携手的长线操作阶段。
也正是在这一良好关系的氛围中，此次

奥朗德访华，贯穿一条“绿线”，兜售法国绿
色经济优势，高调打出“环保牌”。在其赌足
输赢的“巴黎气候大会”议题上，奥朗德强
调法国要联手中国促成 11 月底在巴黎召开的
国际气候大会的成功，寻求中国的伙伴性支
持。而这些诉求，都在其短短两天的访问
中，大功告成。这些表现出的是中国在当今
诸多重要多边国际事务上“负责任”、“有作
为”的主动态度。

中英超级影响中英超级影响

英国 《英中时报》 引用英国 《每日电讯
报》 对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专访报道。
刘晓明预期，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产生的效

应将为英国带来数十万中国游客。
刘晓明把习主席最近对英国进行的访问

称为“超级国事访问”，习主席受到英方“超
级规格”的接待，取得了“超级成果”，产生
了“超级影响”。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 400
亿英镑的合作协议。

刘晓明大使在谈及习近平主席与卡梅伦

首相之间的密切关系时，特别提到卡梅伦陪
同习近平主席前往首相乡间别墅附近的一个
酒吧，畅饮啤酒，品尝“炸鱼薯条”。刘大使
说，现在这两种美食在中国很“火”，许多中
国游客到英国后都会希望品尝炸鱼薯条和啤
酒。这家酒吧在中国也已经家喻户晓了。目
前，每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已经超过1亿，然

而来英国旅游的只有 50 万人。刘大使表示，
受到习主席国事访问的鼓舞和带动，中国来
英游客数量会大幅增加。

欧洲掀中国热欧洲掀中国热

德国开元网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对
中国的正式访问，是她自 2005 年首次就任总
理后第八次访问中国。这一数字在西方大国
领导人中首屈一指，也超过其访问日本、印
度、巴西的次数之和。传统上中德之间有良
好的经贸合作，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
伙伴，而今这个地位受到英国的威胁。

习近平主席访英，宣告了中英关系“黄
金时代”的到来。英国 《金融时报》 则直白
地写道“默克尔时代的结束已指日可待”。美
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专家勒科尔指出，欧盟
虽然看似一个整体，但他们的对华政策却各
有区别，中英关系现在在“大跃进”，中德关
系显然会受此影响。

德国 《焦点》 周刊报道称，法国总统奥
朗德于 11 月 2 日至 3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加之正热的中英“黄金时代”，“欧洲再次掀
起中国热”。从担任德国总理开始，默克尔平
均每年访华一次。这位“常客”到访过中国
的多个城市，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
津、成都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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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澳大利
亚澳星国际传媒集团、环球凯歌斯里兰卡
FM97.9调频广播电台承办的“魅力上海”推
广活动开幕式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班达拉
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举行。

此次推广活动包括了“魅力上海”艺术
图片展、上海广播周等内容。其中，“魅力上
海”艺术图片展通过近 60张具有代表性的上
海城市图片，将今日上海的城市风光及人文
风貌展现给科伦坡当地民众。为期5天的上海
广播周，则在科伦坡FM97.9调频台通过当地
语言僧伽罗语为斯里兰卡听众讲述上海风
情、科创中心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等体现上海城市发展特色的
故事。

科伦坡是上海的友好城市，多年来两城
市间保持了密切交流与合作。此次推广活动
将进一步提升斯里兰卡民众对上海的了解，
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国际影响力，为上海—科
伦坡两城市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下的进一步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去哪吃家乡菜去哪吃家乡菜？？

美华裔开发美华裔开发
中餐搜索中餐搜索

钟 梅

·丝路侧记··丝路侧记·

纽约有不少中餐馆，但要想快速
找出在哪家餐馆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家
乡菜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日，5
名华裔青年“以菜出发”，推出了餐饮
类应用程序“易食”，帮助用户第一时
间寻找到最渴望的故乡味道。

“易食”的创始人之一余弜表示，
开发这款手机客户端的灵感来源于朋
友的抱怨。余弜说：“他的朋友之前非
常想吃锅包肉这道菜，但他却发现他
非常难找到这道菜。”纽约的中餐馆虽
多，想要快速找出制作和出售某一道
菜的餐馆却并不容易。开发一款专门
提供中餐信息的中文餐饮手机客户端
便成了余弜的心愿。

幸运的是，通过一个华人创业者
俱乐部，余弜结识了同为留学生的顾
诗嘉、刘鑫、李春，以及从事餐饮行业
的华裔移民陈昭潼。5名年轻人一拍
即合，经过一年多的设计、开发和修
改，“易食”在今年10月正式登陆苹果
应用商城，而“以菜出发”则成了“易
食”区别于同类手机客户端的招牌。
用户只要输入一道菜名，“易食”便会
依照食客的好评度，罗列出出售这道
菜的中餐馆信息。

余弜说，这款手机客户端里收录
了 300 多家正宗的中国餐馆。除了

“去哪吃家乡菜”“易食排行榜”及“附
近餐馆”等功能，“易食”也借鉴微信，
设置“摇一摇”功能。用户只要摇动手
机，“易食”便会随机推荐一道在该区
域周边餐馆出售的菜肴。而“小费计
算器”则解决了人们聚餐时给小费的
烦恼。只要在计算器上输入就餐金额
和人数，每个人该付多少小费就一目
了然了。

“易食”上线短短 1 个月，已经吸
引了 500 多名用户。这样的成绩背
后，是 5 名年轻人兼顾本职工作与开
发运营手机客户端的辛劳。除了每周
一次的会面讨论之外，他们为“易食”
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

谈及“易食”的未来，5 名年轻人
说，除了要对程序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他们还将通过赞助大学活动、与美食
博 主 合 作 等 方 式 宣 传 和 推 广 “ 易
食”。在未来，“易食”不仅将囊括更
多的中餐馆和菜肴信息，还将寻求与
餐馆合作的机会。而在非华裔群体中
开拓市场，也成了“易食”开发团队的
目标之一。 （摘自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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