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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没落”了？

近日，据加拿大当地媒体报道，卑诗省一位地产商宣
布，他们已就惹起争议的温哥华华埠高厦发展项目向政府
提供了第二份修订方案。对此，一直认为在该处建高层公
寓将严重破坏景观的卑诗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全毅称，该方
案“换汤不换药”，仍然不可接受。此前，该项目就曾引
起侨团、小区人士及居民的激烈反对，批评在此建设高层
大厦会破坏华埠传统风貌，更曾发起示威。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的华人似乎都吹响了“捍
卫”唐人街的号角。这背后显示的是，近年来唐人街的

“没落”趋势。比如，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因为租
金上涨，几乎每隔不久就会有商店关闭或转手。甚至有学
者断言，温哥华唐人街上的商铺5年内就会消失。类似的
情况也发生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在伦敦生活多年的华人
陈先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最近自己经常去的一些商铺已
经搬走了。他说：“唐人街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正宗’。”

而且，如今，唐人街上的传统中国元素正在逐渐减
少，多元化和现代化成为新特点。

比如，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很多老一辈华人将生意结
业后转卖或租给其他族裔人士。咖啡、韩国菜、泰国菜等
已经成为唐人街的一部分。华埠商业促进区的董事会成员
亦加入了南亚裔和越裔。华人街在越来越“洋气”的同
时，中国味道似乎逐渐变淡了。

唐人街的主角——华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搬离唐人
街。比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社区调查报告显
示，从 2009 年到 2014 年，住在曼哈顿中国城的华裔数量
从4.7万下跌到了3.8万。久负盛名的旧金山唐人街和纽约
唐人街的华人居住人口也都呈下降趋势。

边界开始变模糊

唐人街真的“没落”了？专家指出，表面看来，传统
的唐人街的确“式微”，但实际上，唐人街的边界开始变
得模糊，而唐人街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则悄然渗入了当地社
会。

“唐人街的确面临着种种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
是，唐人街的影响力在扩大。”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庄国土
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一个具体表现是，唐人街和华人
的被关注度提升了，他们也确实在社会中发挥着更广泛的
力量，这就是欧美政客在选举时纷纷拜票华埠的原因。”

不可否认，越来越多华人搬离了唐人街。庄国土指
出，新移民在初来乍到时往往需要通过唐人街获得资讯，
但随着他们对当地社会的了解不断深入，会发现唐人街的
发展空间相当有限。因此，能力比较强的人会选择离开唐
人街闯荡。此外，生长于斯的新一代华人在接受高等教育
后，个人素质更优秀，与当地又不存在沟通和技能上的障
碍，也就更倾向于同主流社会相融合。

随着越来越多华人流出唐人街，诸多新型华人社区开
始兴起。专家认为，这说明“唐人街”的范围也在不断延
展、模糊，中国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融入到了当地。比
如，在美国纽约，北至小意大利区，南至河边码头，西至
苏豪区，东至格林威治村。华人面孔和华人开设的商店、
餐馆逐渐“占领”了东城。

更具生机与活力

唐人街会逐渐消失并最终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吗？
专家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如今的唐人街正处于转型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不过，当地华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正群策群力谋
划唐人街的未来。

在很多地方，都有人开始推动当地政府机构和学者探
讨唐人街的发展，希望能够转变经营模式，改善治安环
境，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唐人街的经济活动本身就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新移
民初来乍到时仍乐意在熟悉的环境中购物；游客更是一股
不可小觑的力量。”陈奕平对唐人街的未来充满信心，“唐
人街始终是‘华侨华人的家’和‘文化传承的根’。不管
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华人都对唐人街有需求，因此，
未来的唐人街仍会继续发展下去。”

庄国土也认为，虽然表面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唐人
街似乎正在一步步“式微”，但其本质上的中国文化元素
并未消逝。虽然一些建筑装饰不再那么复古，但唐人街的
精神内核始终没有变。

“唐人街在海外的发展难免需要融合其他族裔的文化
元素，而且，传统中国元素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因此，中国元素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不断与现代文化
相融合，这是大势所趋。”庄国土说。

唐人街保留了其固有文化元素并越来越多元化，其转
型是在文化融合中求得的一种新生。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
的新移民增强了唐人街和华人的影响力，而随着唐人街的
延展，中国活动也在影响着周边环境。

正如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中所言，虽然转型后的唐人街
可能不再有那么明显的中国标识，但却无疑更具生机和力
量。

题图：温哥华唐人街，华人传统商铺与咖啡店并存 。
来源：网络

由匈牙利 《联合报》 主办、匈牙利 WINK 集团
和唐人街商贸中心协办的“首届布达佩斯少儿书画
展”开幕式暨颁奖仪式5月5日在匈牙利青田同乡会
馆举行。本次画展从 5 月 5 日开始展出，至 6 月 2 日
结束。

本次书画展在 4 月 18 日—4 月 29 日征稿两周
内，共收到379幅参选作品。主办方邀请了7位在旅
匈华人中有专业美术背景或在美术方面有突出成绩
的知名书画爱好人士组成了评审委员会。经过多轮
投票，评选出 44 幅书画作品获得本次书画展的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匈牙利儿童的书画作
品共115幅，占参展作品的1/4。

从参赛的绘画作品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儿童画
都没有经过专业的美术培训，线条自由奔放，思维
无拘无束。据了解，匈牙利没有类似国内的“少年
宫”，孩子们的画，多数是平时在幼儿园、在学校的
美术兴趣小组或在家涂鸦而诞生的作品。

这次书画展的书法评比，分为软笔书法和硬笔
书法两个部分。其中有 67名匈牙利孩子参加了硬笔
书法的评比。最后8位在硬笔书法获奖的孩子中，匈
牙利孩子占了 5 位。匈牙利 WINK 集团董事长魏翔
在代表评委发言时强调了这一“有趣”现象：“匈牙
利孩子的硬笔书法，写得比中国孩子更流畅、更轻
松。”对于这个评选时发现的“意外”，中国驻匈牙
利大使馆新闻政治处主任曹原特别指出：“在匈牙利
学习、生活的中国小朋友们，一定不能忘记祖国的
文化。”

匈中双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曹伟老师介绍
说，学校的 300 多名孩子中，匈牙利的孩子有 200 多名，占比 2/3。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匈牙利家长都乐意让自己的孩子
到公立的匈中双语学校就读。匈中双语学校会定期组织孩子到中国
学习、访问和交流，住到中国的家庭，为匈牙利的孩子提供了解中
国的好机会。

曹原表示，据官方统计，匈牙利有约2.6万名华侨华人，是中欧
地区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30多家侨社是华侨群体的重要支柱力
量。大家通过各种活动，促进侨社的团结、中匈双边友好关系以及
中国文化的传播，书画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组织这次活动，主办方《联合报》的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了大半
个月，总编辑季毓萍感慨不已：“真没有想到学校和孩子们的积极性这
么高。再辛苦再劳累，也是值得的。这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侨团的
热情支持。作为媒体，能为中匈文化艺术的交流、为传播中华文化搭建
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我觉得很有意义。”

唐人街“没落”背后的生机与活力
张 红 刘书含

唐人街唐人街““没落没落””背背后的生机与活力后的生机与活力
张张 红红 刘书含刘书含

侨界关注

唐人街，别名“中国城”，又被当地很多华人社

团称为“华埠”。作为早期海外华人移民的庇护所，

这里聚集了大批华裔居民和中国特色的建筑。近年

来，许多唐人街似乎走向了“没落”。不过，仔细观

察会发现，这背后其实是华人影响力的逐渐增强。

澳：各民族侨胞联欢会举办

据中新社悉尼电 日前，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馆在馆内举办“相亲相爱一家人”各民
族侨胞联欢会。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各族同胞
联谊会的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蒙古族、藏族等16个少数民族侨胞近百人与
总领馆工作人员欢聚一堂。

到场的各民族侨胞为大家带来了歌曲、
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大家在欣赏节目的
同时，还品尝到了正宗新疆风味的烤全羊和
羊肉串。整场联欢会掌声不断、高潮迭起，
充满了喜庆、欢乐和祥和的气氛。（赖海隆）

俄：关爱老华侨华人

据中新社莫斯科电 日前，由莫斯科华侨
华人联合会组织的关爱老华侨华人和俄罗斯
老红军活动在莫斯科举行。当天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参赞、总领事、在莫斯科的老华人华
侨、参加对日抗战的苏联老红军以及莫斯科华
联会主要成员等近40人受邀出席了本次活动。

活动期间，苏联老红军和老华人华侨共
同回忆了二战中苏联参与的大型战役、中苏
（俄）在二战期间结下的战斗友谊以及两国为
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等。期间苏联老
红军还向众人讲述了在2015年受邀前往北京
参加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活动的场景以及获
赠礼物的经过。 （王修君）

图为活动期间的文艺节目。 王修君摄

日：华侨华人接力赛开跑

据中新社东京电 近日，首届日本华侨
华人马拉松接力赛，在东京都与神奈川县交
界的多摩川河畔开跑，共有47支队伍参加了
当天的比赛。

此次赛事由东京中国人马拉松俱乐部等
多个社团发起，并获知名在日华侨华人企业
赞助，赛程总长为马拉松标准的 42.195 公
里，其中分为7个接力区。中国驻日使馆总领
事认为，这种“低门槛”的大众参与型赛事
活动，有助于促进在日华侨华人团体之间的
相互交流，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助在日侨胞的
健康意识及其业务文体活动。 （王 健）

图为赛事现场。 王 健摄

匈：人大华侨委代表团到访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近日，由全国人
大华侨委代表团访问匈牙利。代表团一行在
布达佩斯参加由匈华总会和旅匈侨领、华商
代表举办的见面晚会，并慰问华侨华人。中
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领事部主任以
及匈牙利30个侨界社团的负责人、工商界和
新闻界代表共200多人出席。

匈华总会主席在会上表示，在匈牙利的
华商大部分都事业有成，为中匈地方经济和
两国商贸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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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扎根海外的华人选择将国内的
老人接到自己身边生活。近日，据新西兰当地媒体
报道，在新西兰的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该报道援
引新西兰移民局的数据称，自2011年来，50岁以上
移民到新西兰的中国人约1.1万人，该人数比英国和
印度多出了4倍，占5年中该目录下总人数的一半以
上。

然而，漂洋过海到国外投靠子女，在一些华裔
老人看来却是：“儿女很近，幸福很远。”目前，华
裔老人面临的困境，也已经成为困扰许多海外华人
现实而沉重的生活难题。

据了解，很多华人担保父母移民到国外是为了
照顾小孩。但一旦孩子长大或不需要照顾的时候，
一些华裔老人常会感到空虚寂寞。加之，国外紧张
的工作节奏使得华人子女无暇陪伴父母。许多华裔
老人只能过着“白天看中文电视，晚上看子女忙
碌”的生活。一对追随女儿步伐来到美国生活的老
年夫妇就曾坦言：“在美国居住 100天，真正与女儿
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周。”此外，据新西兰
一家老年人关怀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介绍，一些华裔
老年人因为语言交流障碍、文化背景隔阂或缺乏自
信，不能主动社交，饱受孤独的痛苦。该首席执行

官说：“孤独也会影响到这些华裔老人的健康。”
同时，与子女随迁至国外居住的华裔老人也常

面临家庭纠纷的壁垒。据美国 《侨报》 报道，华裔
老人在生活习俗、文化认知上跟移民子女产生冲
突，甚至导致悲剧，此类事件时有发生。此前，美
国芝加哥罗许大学华人老龄化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一
项调查显示，美国华裔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日
趋紧张，超过七成的子女有赡养压力。有媒体报道
称：“目前，子女以‘语言暴力’或‘刻意冷落’方
式对待父母的情况很普遍。”

华裔老人是海外社会的弱势群体。增强华裔老
人适应海外生活的能力，给他们创造一个别样精彩
的晚年生活，是海外华人一直以来的愿景。针对华
裔老人的社交孤立问题，寻求方法让他们在异国环
境中自得其所才是解决之道。据报道，一些社区中
心已经开始推出一系列养老服务，例如，开设太
极、中国象棋课程以及提供现场医护服务等，让华
人老者的海外生活多份安心。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社区中心和一些活动
对华裔老人而言有益处，但还是不能替代家人的陪
伴。”因此，华人子女更应该多些耐心，为父母创造
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陪伴父母慢慢变老。

漂洋过海投靠子女

华裔老人盼幸福晚景
焦夏飞

当地时间 5 月 7 日晚，巴西中
华妇女联合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晚会
在圣保罗隆重举行。中国侨联、北
京市侨联、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官
员和当地华侨华人以及巴西政要、
友好人士等500多人出席。图为巴
西中华妇女联合会成员为观众表演
歌舞节目。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摄

巴西中华妇女联合会巴西中华妇女联合会
举行十周年庆典举行十周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