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6年8月4日 星期四

8 月 3 日，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的中
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
闭幕。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林军，中
国侨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董中原，中国
侨联顾问林兆枢、李祖沛、朱添华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各位代表、特邀代表、理
事、顾问等15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军代表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学会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丁毓玲等
145 人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七届理事会理
事。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林军为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七届理事会会长，董中原为常
务副会长。

汇聚各方智力资源 实现新突破

林军代表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向大会作
工作报告时总结了学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同时，林军提出了今后五年
学会的工作设想。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侨务工作论
述研究，要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侨务工
作论述，要加强合作开展习近平侨务思想
研究；二是发挥人才优势，进一步加强侨
史侨情研究，完成《中国华侨农场史》编
纂出版工作，提高侨史工程书籍出版质
量，保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的学
术权威性；三是提升学术水平和研究质
量，进一步完善课题管理，严把中国侨联
课题的质量关，积极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四是创新学术交流与成果转化方式，提高
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的助推作用，拓展科
研合作范围，创新“系列讲座”举办模
式，联合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和成立研究中
心。未来5年，学会要紧紧围绕国家“十
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等重要战
略部署，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以中国侨联为依托，汇聚各方智
力资源，努力实现学会工作的新突破、新
发展、新提升，为华侨华人研究事业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董中原在总结讲话时提出 4 点建议。
第一，把握时代性，在国际形势变化中推
进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不仅要立
足全球视野，准确认识国际移民新动向，
还要明晰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海外侨情新
变化，同时更要配合国家战略，主动研究
国际移民新问题。

第二，立足专业性，充分体现华侨华
人研究工作的中国特色。当前，华侨华人
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一
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创
华侨华人研究新局面。一要旗帜鲜明地坚
持正确研究方向。二要推动华侨华人研究
长远发展。三要打造华侨华人研究的“中
国学派”。

第三，提高前瞻性，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为更好适应世
情、国情、侨情的发展变化和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要求，华侨华人研究应提高前瞻
性，将其放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发展的时

代进程中去考量和定位，提高预见能力，
加强对策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
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一要找准服务国家
战略的切入点。二要始终坚持为侨服务的
正确方向。三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

第四，体现服务性，创新侨史学会的
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中国侨联将继续加
大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努力为中国华侨
历史学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帮助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秘书处应认真听取各位会员、
理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创新学
会工作机制和运作模式，持续推动华侨华
人研究事业创新发展，加快形成功能互
补、共谋发展、良性互动、协同创新的华
侨华人研究新格局。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
型建设。二要进一步加强枢纽型建设。三
要进一步加强平台型建设。

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在大会期间，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主办的“国际视野下的华侨华人”学术

研讨会同时召开。来自国内的顶尖学者
和与会者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思
考。

研讨会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
长、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华侨大学讲座教
授庄国土作了题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和
华侨华人》 的演讲，加拿大皇家学院院
士、加拿大沙省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李胜
生的演讲题目是 《云横秦岭家何在：海
外华人人口变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陈六使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兼华裔
馆馆长周敏作了题为 《国际移民的趋势
以及对国际移民研究的思考》 的演讲，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欧美同学会
专家咨询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国福作了题为 《中国国际移民 （侨）
的目前形势、面临挑战和未来探索》的演
讲，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
授宋全成的演讲题目是《欧洲难民危机对
欧洲地区华侨华人的影响》，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特聘教授李明欢
作了题为《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东南沿海侨
乡研究》的演讲。

图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台。 林萧凡摄

华人为河北灾区捐款助重建

据中新社电 河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8 月 2
日透露，截至目前，海内外侨界共捐款200多万
元人民币用于河北洪灾区的恢复重建。

进入 7月以来，河北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灾区民众的生
活始终牵动着河北省侨联全体人员和海内外华
侨华人的心。大家纷纷行动起来，以不同方式
向灾区群众奉献爱心。

7 月 28 日，河北省侨联机关举行捐款仪
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灾区群众早日渡过难
关、重建美好家园尽一份微薄之力，当日现场
捐款3600元。

贵州将实施华侨捐赠条例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经贵州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贵
州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
起施行。

为了保障捐赠人的权益，《条例》规定，捐
赠是自愿行为，不得强制劝募和摊派。捐赠时
捐赠人和受赠人应当订立书面捐赠协议，按照
协议约定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的
用途。同时，在受赠财产的管理上，规定健全
财务会计制度和受赠财产使用制度。捐赠人可
以委托或者指定有关单位对财产的使用、管理
进行监督。

“海外红烛故乡行”在杭启动

本报电 据浙江省外侨办消息，由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主办、浙江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承
办、金辉集团资助的“海外红烛故乡行——
2016吴越文化之旅”，8月1日在浙江杭州启动。

来自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厄瓜多尔、
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15名海外华文学校校长
及校董，参加了此次海外红烛故乡行活动。

启动仪式后的座谈会上，15 名海外华文学
校的校长和校董们，就华文教育的发展及所面
临的问题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对
华文教育的热爱溢于言表。

四川侨办与阿联酋侨联座谈

本报电 据四川省外侨办消息，近日，四
川省外事侨务办副主任与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
会副主席举行工作座谈。

四川省外侨办对阿联酋侨联积极推动四川
与阿联酋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所做的努力表示
感谢。

双方对推动阿布扎比与四川省结为友城关
系达成共识。阿联酋侨联表示将继续积极推动
四川省与阿布扎比及阿联酋开展各领域的交
流，促成早日结好。

座谈会上，四川省外侨办还向阿联酋侨联
副主席颁发了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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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7月31日，由中国国务院侨

办 主 办 ， 北 京 市 侨 办 承 办 的
2016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
寻根之旅”夏令营北京集结营巡
演活动在国家会议中心精彩上
演。图为中国古典舞表演《吉祥
飞天》。

中新社记者 张 勤摄

华裔少年
中国寻根
华裔少年
中国寻根

在开始接到“杰弗里·庞给您传来一
段视频”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是直
接忽略不看。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我
和父母之间的邮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
打开的价值。

因为习惯和距离的关系，我们之间
的这种疏远关系已经维持了近 30 年。我
住在芝加哥，他住在西雅图，每周通一
次电话，往往内容都是天气之类的毫无
意义的对话。

只有在我的母亲催促的时候我才会
看一下父亲发过来的视频。其实内容相

当精致，是关于我的母亲和奶奶做中餐
的视频。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视
频，让我的老父亲现在成为视频网站红
人，他的频道收看次数已经接近100万。

小时候我从中国移民美国，白天的
时候我在学校是美国人身份，放学回到
家中我又重新变成中国人。在学校接受
的西式教育让我和父亲总是在争吵。对
两个固守自己文化背景的男性来说，这
种矛盾看起来似乎不可调和。

不过这种状况有一天终于得到了改
变。当时我在《芝加哥论坛报》任职，获得

了一个参与美食版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一
领域我几乎毫无经验，但是我的华裔移民
身份又让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的父亲是一名美食爱好者。他有着出
色的厨艺，不过他对于中餐的爱好看起来更
多的是为了表达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离开
挚爱的中国，他总是充满遗憾。

因此，在我成为一个美食作家之
后，我和父亲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兴趣。
他第一次来芝加哥看我的时候，我带他
去了一家中餐馆，在吃虾饺的时候，他
在一旁用精致的语言给我描述如何小心

翼翼地包好一个烧卖。我从来没有从他
的嘴里听到过如此饱含热情的语言。

食物也因此成了维系和修复我们之
间关系的纽带。当我们通过电话讨论如
何做水饺和东坡肉的时候，30 分钟的时
间几乎是一晃而过，再也不像以前干巴
巴的对话那样无趣又尴尬。

现在我父亲制作的中餐制作视频已
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观看他的这些视
频，也勾起了我自己的乡愁，仿佛又回
到了 12 岁的那一年，坐在餐桌前，看着
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比如香煎
萝卜糕、镇江猪肋排、糖醋肉等等。

其实制作这些视频的工作并不轻
松，在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视频的
时候，我的父亲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
我，他和我的母亲担心有一天他们不在
了，而我又想起小时候的味道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做。 （据中新社电）

中餐是我和父亲的纽带
凯文·庞

林军：严把侨联课题质量关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大会在京闭幕

“国际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讨会同期举行
本报记者 孙少锋

中新社电（记者李怡青） 日前从广东汕头华侨经
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获悉，截至目前“华侨板”累计
挂牌企业 406 家，累计意向融资额达到 57.4 亿元人民
币。

“华侨板”是中国首个以“华侨”为主题的区域股

权交易市场，于2015年9月在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
验区正式挂牌。“华侨板”设交易融资层、展示孵化
层，可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对接、路演展示、跨境金融等
服务，并通过对接阿里、凤凰金融等互联网平台，为企
业解决融资难题。

汕头“华侨板”累计挂牌企业超过400家
随着各国代表团陆续入驻奥运

村，距离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已
然进入倒计时阶段。除了中国本次派
出由711人组成的境外史上规模最大
代表团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
家同样强手如云。其中，在这些海外
军团里，一些“华人面孔”具备不俗
的实力。

乒乓球是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在
里约奥运会上的华人参赛人员占据相
当比例。据媒体统计，本届奥运会的
乒乓球项目中，共有172人参赛，其
中39人是华人运动员。

在这些球员中，新加坡队的冯天
薇、于梦雨；奥地利队的刘佳；西班
牙队的 54 岁老将何志文等选手将有
可能给中国队制造麻烦。

尽管今年8月就将年满30岁，本
次奥运女子单打2号种子冯天薇近年
来依然保持了稳定的状态。在去年的
亚洲杯中，冯天薇曾战胜刘诗雯获得
女单冠军，这也让中国女队主教练孔
令辉直言，“给全队敲了警钟。”

根据分组安排，冯天薇在里约奥
运会中与中国队的李晓霞同在下半
区，丁宁与日本名将石川佳纯被分在
上半区。

今年，美国乒乓球队确认将派出
6 人参加里约奥运会。在这 6 个人当
中，5名选手为华裔，参加过伦敦奥
运会的王浩平担当队长。

对于即将开始的里约之旅，王浩
平表示，相较四年前的伦敦奥运会，
如今的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
心，对比赛也充满信心。

此外，马来西亚羽毛球“一哥”
李宗伟将再次站上奥运赛场，挑战中
国队的林丹和谌龙。对于这位 33 岁
的华裔老将而言，代表马来西亚冲击
奥运历史首金或许将是他“最后的任
务”。

“我感受到肩上有了更多的压力，
再过四年我不会有机会了，这就是我最
好的机会。”李宗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作为头号种子，李宗伟将坐镇上
半区，如果他与林丹都能顺利战胜各自对手，两人将在半决
赛提前相遇。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参加里约奥运会比赛的华人选手已
经不是单纯集中于乒羽等中国传统优势项目，而是分散于游
泳、举重等比赛中。

作为一名中美混血的游泳运动员，内森·阿德里安曾在
伦敦奥运会中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今年6月，内
森·阿德里安在美国游泳奥运选拔赛 1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
游出47秒91，超过了宁泽涛此前的47秒96，排到了今年世
界第二好成绩。他与宁泽涛今年夏天的较量，将成为里约奥
运一大看点。 （据中新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