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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一款由海外华人自主研发的
企业对企业模式在线食材采购平台——“粒购”在巴黎上
线。该平台针对海外华侨华人餐饮业者，利用互联网技术
提供餐饮业食材和用品的采购供应链，促进食材系列的多
样化，是国务院侨办“海外中餐繁荣计划”的重要举措之
一。

海外中餐是半壁江山

《全球中餐发展形势报告 2016》 指出，目前海外中餐
馆已超过 40 万家，分布五大洲，相对集中于欧美及东南
亚国家，各地华侨华人是海外中餐的主要从业者。据悉，
目前海外中餐市场规模超过 25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餐
饮市场的半壁江山，其中欧洲中餐厅超过6万家，是海外
中餐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民以食为天。一直以来，中餐业都是海外华侨华人安
身立命的支柱产业，不仅对于第一代华侨华人是如此，对
于近年来的新侨也是如此。“以前大多是早期移民开的中
餐馆，经过改良后适合法国人的口味，已经不是正宗的中
餐。现在，随着大批留学生涌入欧洲，中餐市场不断扩
大，很多新一代华侨华人选择开设真正有中国风味的特色
中餐。”法国“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华侨李冰斯向本报讲
述了自己经营中餐业的见闻，“因此，近年法国特色餐的
发展比较快。比如，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巴黎总共只有3
家火锅店。现在4年过去了，巴黎已有近40家火锅店。”

2014年以来，国侨办把繁荣海外中餐业作为惠侨八大
措施之一，推进“中餐繁荣计划”，积极推动海外中餐业
的发展，以期借此提升、创新海外中餐业层次和水平，利

用中华美食文化影响
力 弘 扬 中 华 美 食 文
化，并增进中国和世
界 各 国 友 好 关 系 发
展。在此背景下，一
系列推广中餐文化、
助力中餐企业和经营
者的活动应运而生。

对此，法国中法
友谊互助协会会长张
常豹深有体会。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欣喜地表示，确实看到
了“中餐繁荣计划”在推进海外华人中餐业的发展方面产生
的积极作用。他说：“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派国内的一些烹
饪大师走出国门进行宣传、参加比赛。比如去年，中国烹饪
协会带领几十名大厨去联合国做中华美食让他们品尝，这
能真正地让外国人认识到中华美食的高端精美。”

不久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巴黎与法国外长
艾罗共同主持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会
上，双方签署协议，将美食交流纳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推动中法美食交流。

海外华人中餐亟待转型

创业之初，为了能使火锅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中餐更好
地融入法国当地，李冰斯很是费了一番脑筋。他将传统的大
锅式的火锅改良为小火锅，以适应当地分餐制的文化。同
时，他在底料的食材方面做了微小的调整，选择在当地能采
购到的辅料。他坦言，当初选择开火锅店是考虑到其他类型
的中餐厨师在海外不好找，而食材上的改动也是由于食材
采购方面的困难。据他了解，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餐饮
企业在劳务输出和食材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张常豹指出，这些困境其实普遍反映在海外中餐业
中。“海外中餐馆大多是小餐馆，以前中餐业的厨师都没
有受过正规的培训，食材也难采购到。加上早期经营中餐
的华侨华人多是为了生计，没有想到要把中餐做精、做
好，导致中餐在外国人眼里是低廉、单一的快餐式饮食，
他们没能通过中餐馆真正了解中华美食文化。”他担心地
说，“如果不改造升级的话，一大部分中餐馆已经岌岌可
危了，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餐饮业者来说，“粒购”这类将互
联网与中餐业结合的平台在技术上是一大突破，确实能为
经营者们解燃眉之急，帮他们打通一些经营的环节，但这
还远远不能满足以美食为载体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需
求。欧洲的互联网商业并不像中国那么发达，不能完全依

靠互联网来解决所有问题。张常豹还担心，单依靠华侨华
人的小餐馆来弘扬中华美食文化，把中华美食做强做大，
也有一定的困难。此外，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邢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指出，中餐企业“走出去”并没
有统一的路径和模式，一切都处于摸索阶段，并且投资
大、周期长、风险高。

破釜沉舟勇于改革

美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餐更是世
界美食文化中一道亮眼的风景。华侨华人中餐业要想从目
前的状况下转型升级，中国的美食要想承载中国文化走向
海外，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家推动“中餐繁荣计划”，支持
海外成立中餐行业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建立完善海外中
餐评价标准，培育海外中餐名店、宣传中餐良好形象等措
施来实现。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美食旅游联盟的推
动，中餐在海外的发展有望打开新的局面。

当问及火锅店将来的发展时，李冰斯非常乐观。他认
为，国家正积极推动中餐文化向海外发展，同时“一带一
路”战略规划也将推动更多的中国餐饮品牌加入到国际市
场中，形成市场的良性竞争。这对他来说是极佳的机遇。

张常豹对于华侨华人中餐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建设
性的建议：可以遴选出当地较大规模的、有品牌意识、愿
意积极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的经营者，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使它具有一定规模，以此为窗口改变整个中餐业在外国人
心中的形象。

国内有实力、有规模的餐饮企业，如果想走出去，可
以和海外当地有规模的华侨华人餐馆建立合作关系，打造
中华美食的平台。在这一点上，李冰斯和张常豹意见不谋
而合。李冰斯说：“华侨华人餐馆能从这样的合作中学习
到管理经验，而大企业也能借助华侨华人餐馆尽快熟悉当
地市场。正所谓‘造船出海，不如借船出海’。”

“目前，华侨华人中餐业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去创新去改进。”张常豹坚定地说。

当地时间6月26日，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全部竣
工，走过百年沧桑的巴拿马运河重获新生，而中国货
轮有幸成为竣工后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第一艘货轮。

数百华工血洒运河

据史料记载，19世纪50年代部分华人从美国南
下巴拿马，从事垦殖及贸易活动，成为最早来到巴
拿马的华人，而真正的“契约华工”抵达巴拿马则
是在1854年。

早期华工来到巴拿马参与铁路修建。1848 年，
一家美国财团成立巴拿马铁路公司，承修横贯巴拿
马地峡的铁路。该公司到中国南方“招工”，在1851
年至 1865 年间共招走 2 万华工。这些华工都被分配
在巴拿马铁路西段工地上施工，是修筑巴拿马铁路
的主力。由于环境恶劣，许多华工染病身亡，只有
少数人回到祖国。

1881 年，巴拿马运河在法国人的主持下动工，
但却因方案设计不周失败。此后，运河工程落入美
国人手中。前后 30年间，近万名华工先后被运河公
司通过各种手段从中国招来开凿运河，其间有数百
人丧生。1914年，巴拿马运河终于竣工，成为现代
工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为纪念华工在开凿运河中所做贡献，巴拿马人
特意在当初运河工程最艰难的地方、运河中段的库
莱布拉山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契约华工亭”，向广大
华工付出的贡献与功绩致以敬意。

从“契约华工”到“运河华人”

当年，由于美国人主导的运河公司执行排华政
策，巴拿马官方记载中没有承认华工曾参与了运河
的工程建设，但这些契约华工并没有被人遗忘，他
们的后代也早已融入当地社会。

巴拿马民众专门造了一个新词组“运河华人”，
借指那些参与运河修建、扩建和管理的华人。与先
辈们筚路蓝缕异国谋生不同，今天的华人凭借专业
知识，成为管理运河的中流砥柱，如今已有华人出
任运河管理局执行副总裁，还有更多的华人成为运
河扩建项目的工程师。

近年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使“运河华
人”的后代们坚定了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向先辈表
达敬意的决心。他们推动官方正视巴拿马运河修建
的历史，承认华工参与到了运河修建过程之中。
2014 年 8 月，正值巴拿马运河通航 100 周年纪念期
间，他们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捐赠了一艘名为“海
巫号”的帆船模型。而当年，第一批契约华工正是
乘坐“海巫号”来到巴拿马的。

巴拿马运河扩建完工后，许多大型船只将通过
巴拿马运河在太平洋、大西洋间穿梭，跨越两洋的
运输更为方便、成本更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将通过巴
拿马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出现在大洋彼岸，续写
中国和巴拿马运河的百年故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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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正在德国参加美国国家队
射击项目集训的华裔射击运动员石
晶，即将在今年8月代表美国国家队赴
巴西参加 2016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相
比其他体坛健将，石晶除了拥有华裔
背景外，这名 37 岁的射击冲奥健儿背
后，还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体育趣事
和人生传奇。

不学自通

几近失明让石晶举家移民美国并
与“射箭”结缘。与很多移民的故事
不同，石先生一家移民美国起源于一
个有些悲剧色彩的故事。9岁的石晶由
于在学校不慎用剪刀将右眼球穿透，
因而不得不举家从北京移民到纽约，
为他寻找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两年
的不断求医和问诊，石晶的右眼得到
了良好的医治。此时，父亲石毓岷更
加担心的是儿子的右眼功能会因为长
久不使用和训练而退化。因而，从石
晶 11 岁的时候父亲便开始鼓励他练习
射箭。

后来的石晶与普通的美国华裔年
轻人一样，开始面临着考学、求职等
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事务。直到 2006
年，石晶一家与朋友们共同关注北京
奥运会射击项目。那时候家人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打趣石晶：“你小时候学过
射箭，现在可以转而练练射击，说不
定也能去参加北京奥运会呢。”父亲此
言一出，居然在一年之内催生了一名
黑马运动员，直摘全美 10 米气手枪的
第三名。至此，石晶从未找过任何个
人教练或是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全

凭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练习，或是看一看王义夫等出名射击运动
员的视频，而后自己钻研技术。

冲击奥运会

石晶虽然很早就梦想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然而，那时
的他距离参加奥运会的水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北京奥运会一
直到 2012 年的伦敦奥运期间，石晶的生活处于一段低谷时期，
因为此时的他还面临着大学毕业找工作的压力，不过他也一直
没有间断射击训练。

去年，石晶获得泛美运动会的射击银牌，今年4月又在美国
奥运会选拔赛中取得领先第二名选手26环的成绩。他被选中将
代表美国队参加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手枪慢射”和“气手
枪”的比赛。

厚积薄发让石晶重燃斗志，从每天5时起床练习到7时再去
上班，晚上下班继续回来练习，石晶将射击训练坚持下来了。

近两个月前，石晶代表美国国家队前往里约进行测试赛，
他终于见到了多年的偶像王义夫，还与来自中国的顶尖射击运
动员进行交流，他感到兴奋且满足。对于奥运会成绩，父亲和
家人给予了他最无声的支持：陪同前往，不计较成绩。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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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大利亚的一家中餐馆，墙上悬挂着青花瓷的盘子与上世纪30年代歌星周旋的头像。
（资料图片）

图为澳大利亚的一家中餐馆，墙上悬挂着青花瓷的盘子与上世纪30年代歌星周旋的头像。
（资料图片）

图为中餐馆内正在用餐的顾客。
（资料图片）

“文化中国”研修班结业

中新社电 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第六期“文化
中国·海外文化社团负责人高级研修班”7 月 3 日在
北京结业。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北京大学党
委副书记敖英芳出席结业仪式并致辞。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指出，本期研修班是
国务院侨办深化为侨服务、推动和谐侨社建设、实
现侨务文化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内容丰
富的学习和交流，学员们对国际关系、中国传统文
化、海外侨情及“一带一路”规划等有了更加深刻
的了解，研修收获明显。

山东帮扶贫困归侨侨眷

中新网电 山东省侨办近期推出助学寒门学
子、帮助贫困归侨侨眷进行技能培训，为侨界老人
免费治疗白内障等多项侨务扶贫措施。

为提高贫困归侨侨眷的脱贫内生动力，山东省侨
办还依托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建立归侨侨眷技能
培训基地，充分发挥该校在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
丰富经验。为关爱老年归侨侨眷的身体健康情况，山
东侨办引导“侨爱医院”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开展了
眼科医疗保健知识讲座、免费体检、减免就诊医疗费
等工作，服务侨界特殊困难群体。

海外华教代表参加华夏行

中新社电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
外交流协会主办的2016年“华文教育·杰出人士华校
校董华夏行”启动仪式7月2日在山西太原举行，来
自美国、德国、马来西亚等 25 个国家的 210 位华教
代表参加。

75岁的印尼新中校友基金会校董何文金在致辞
中连声感谢，“感谢祖籍国让我们海外游子再次感悟
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血浓于水的炎黄民族情。”
何文金说，未来将会继续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
展，让中华文化亲近全球每一个族群。

湖南外侨办访旧金山侨团

本报电 据湖南省外侨办消息，正在旧金山进
行培训的湖南城市地方政府国际合作交流专题研修
班一行，在湖南省外事侨务办副主任邱爱华的带领
下，利用培训间隙，于近日拜访北加州湖南联谊
会，并举行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邱爱华对海外侨胞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邱爱华说，希望湘籍侨
胞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
为促进中美友好交流，特别是湖南与美国地方政府
间的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图为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7 月 3 日，中国海南省民族歌舞
团在雅加达举行主题为“感知海南，
追寻亲情，团结乡亲”的文艺演出。
歌舞团专门排练的巴厘特色舞蹈《迎
宾舞》拉开了本场演出的帷幕。随后

《收获》《盅盘舞》《欢迎你到黎寨
来》等节目一一上演，体现了海南人
民对丰收的喜悦、对远方客人的热
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海南地域
特色文化演出外，此次演出还应雅加
达海南华侨的要求，特意安排了《六
合八法剑》、太极剑等中华武术表
演，赢得了数百名现场观众的喝彩。
图为中国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演员表
演武术。

图片来源：新华社

海南歌舞团
献艺雅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