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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前：第一时间送来温暖

从踏上巴西这片南美热土的第一刻，中国体育代表团
就感受到来自当地同胞最热烈的欢迎。

“每天都会有人去机场接机。”林旭介绍，随着奥运会
正式开幕，中国奥运健儿陆续抵达里约，当地华侨华人早
早就组织起来，一起守候在机场，只为第一时间送上家人
的温暖。

前几天，林旭就去迎接了跳水、击剑和羽毛球等项目
的中国代表队。“凌晨4时抵达的飞机，我们2时多就开车
出发去机场了。”谈起见到奥运健儿的激动心情，林旭更是
滔滔不绝：“运动员们都特别年轻，都是小将，好厉害。他
们现在精神状态很好！”

迎接中国女排代表队的则是一抹亮眼而熟悉的“中国
红”。8月1日，当主教练郎平带着女排姑娘们走出里约加
利昂国际机场时，数十名当地华侨华人热情欢呼。他们或
是挥舞五星红旗，或是拉着红色的欢迎横幅，就连送给女
排姑娘的鲜花都专门选用红色的包装纸。“我特意选这条裤
子，因为红色代表中国，也代表着胜利和爱心。”身穿一条
红裤的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荣誉主席孙特英笑着说。

巴西华侨华人的热情深深感染了
远道而来的中国运动员们。“本来按
说经历了三四十个小时的行程，应该
很疲劳，但是看到同胞真的非常亲切，感觉像是回到家
乡，主场作战。”中国射箭队领队穆勇说。

接机之外，当地华侨华人还组织了许多丰富多样的欢
迎活动，让中国奥运健儿们宾至如归。比赛之前，代表团
在圣保罗一家体育俱乐部进行赛前训练。巴西龙狮总会等
侨团专门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表
演。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郭文龙向本报介绍：

“表演筹备了 1个月左右，节目有舞龙舞狮、功夫表演等。
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很多在俱乐部训练的中国运动员前来观
看，他们还纷纷拿出手机和表演人员合照。”

赛场外： 鼎力相助服务同胞

随着奥运赛事紧锣密鼓地进行，巴西华侨华人也更加
忙碌。为了让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当地更好地生活、比赛，
当地侨团很早就联系了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安保、交通等
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侨团通过微信平台发布了安全提醒，提醒运动
员和游客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巴西德馨双语学校校
长魏万古向本报介绍，针对大家普遍担忧的巴西治安
问题，在奥运会期间，当地侨团做好了一切准备，为
运动员提供帮助。当地华助中心设置的报案组，还安
排志愿者帮助语言不通的同胞和警察沟通，以便遇到
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报案。

不仅是为奥运健儿们服务，只要是来自中国的亲
人，巴西华侨华人都热心相助。

为了帮助中国记者第一时间将赛事结果传回国
内，巴西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招募了数十名记者助
理，奔赴各大体育场馆，协助记者进行奥运采访报
道。“准备工作 1 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招募
的都是精通中葡双语的当地华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43岁，最小的才 20岁，最高学历有博士，最低学历
也是在大学就读的。”林旭说。

魏万古也参与了志愿者的招募选拔工作。“最终
选拔出来的都是各行各业的高端人才，有翻译、会计
师，还有律师、旅行社的主管等等。”在魏万古看

来，大家之所以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参与到奥运相关的
工作中，就是因为觉得，在地球另一端，能为祖籍国代表
团做点事，“很有成就感和荣誉感！”

“为了迎接奥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教
当地华人孩子画五星红旗、唱中国国歌，培养他们这种民
族自豪感，很多孩子都很喜欢。”在教育行业工作多年的魏
万古说，和他一样，当地很多华侨华人还通过各种各样的
方式参与到迎接奥运的过程中。

赛场内： 期待五星红旗飘扬

从8月6日开始，奥运赛场的各场决赛就将陆续上演。
在中国选手夺金的热门比赛中，观众席上簇拥着众多华侨
华人的面孔，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为祖籍国奥运健
儿加油呐喊的呼声此起彼伏。

里约热内卢的侨团很早就制作好了一条条写着“中国
加油！”等字样的横幅，在每一场比赛中为中国队助威。

林旭说，尽管里约热内卢近期的住宿非常昂贵，奥运
比赛的票也不好买，但巴西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还是组织
了20多人来看羽毛球混合和男单决赛。为此，他们还专门
定制了衣服，上面印着“我爱中国”的字样。“红底黄字，
就像五星红旗一样。”林旭骄傲地说。

魏万古也提前买好了 8 月 19 日羽毛球总决赛的入场
券，等待着现场观看中国的奥运健儿一展雄姿。他说，自
己是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移民来到巴西。“如今，中国
和巴西都是我的故乡，我能在两个故乡见证奥运会的举
办，非常幸运！”

和林旭、魏万古一样，亲眼见证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拼
搏与成功，是巴西华侨华人最为期待的事。对于中国奥运
健儿的表现，大家信心满满。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就连巴西当地的朋友听
说中国，都直夸厉害。”林旭说。提到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实
力，巴西广州企业家协会会长宋远雄也竖起大拇指，“这次
奥运会，中国肯定和以前一样，是数一数二的强队。我们
期待中国代表团在巴西取得好成绩，期待五星红旗在赛场
飘扬，我们侨胞脸上也特别有光！”宋远雄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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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里约时间8月5日，熊熊奥运圣火点亮马拉卡纳体
育场，第31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拉开帷幕。场上，身
着红黄礼服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无疑是一道最为靓丽的风
景；场下，热情的巴西华侨华人为来自祖籍国的奥运健儿欢
呼呐喊。

“两个星期前，我就过来了！”巴西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林旭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告诉本报记者，他从500
公里外的圣保罗专程赶到里约，不仅是为观看盛大的开幕
式，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媒体的记者报道奥运。在奥运会
场内外，这样忙碌的侨胞身影还有许多，他们不仅是中国奥
运军团的忠实观众，更是祖籍国同胞在当地最强大的后援
团。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新马印华人办祭祖大典
迈入农历七月，一场 6000 人参与、以

孝敬为根本并按照华人古代礼仪进行的祭
祖大典即将在新加坡隆重登场。

这项参照祭孔仪式进行的祭祖大典，
定于8月7日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博览会议
中心举行，由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 （新加
坡） 和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联合主
办。

这是本地首次联合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举行大规模祭祖活动。前来参加盛会
的海外团体共有23个，人数超过1000人。

（来源：中新网）

美华人抗议亚裔细分案
旨在细分亚太族裔的AB1726提案，已

在美国加州众议会通过。法案目前送参议
会下属委员会讨论，参议会将于 8 月 10 日
表决。“硅谷华人协会”将于当地时间 8月
1 日和 10 日前往加州议会，在公听会发表
意见，以阻止法案过关。

AB1726法案要求将目前加州产业关系
局等机构使用的族裔细分方法，扩大运用
到州府医疗机构与公立大学系统。

硅谷华人协会认为，AB1726是2013年
SCA5法案的翻版，生效后将限制华人在北
美的生存空间，届时若想废除法案需经全
民公投，势必非常困难。他们于1日出席公
听会，并将在10日再次集体抗议。

（来源：中新网）

澳华裔参选悉尼市议员
澳大利亚悉尼华人青年、香港澳洲商

会新州分会会长余威达日前获澳大利亚工
党推选，作为工党第二顺位市议员的候选
人参加今年9月10日悉尼市议会选举。

余威达表示，非常荣幸获得工党委派
作为竞选团队第二顺位候选人。谈到他的
从政倡议，余威达表示，商业、文化、交
通以及安全都是他所关注的重要事项。在
行政方面，余威达计划筹组一个政策咨询
小组，邀请来自各业、不同阶层、不同背
景的人士，定期参与讨论，以收集各方意
见，配合制定和修正有关方案。

（来源：中国侨网）

华人参与非国大党造势
近日，南非执政的非国大党在约翰内

斯堡体育场举行了 2016 年地方政府选举过
程中的最后一场造势大会，南非华人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吴少康、南部非洲粤港澳总
商会会长陈玉玲、南非客家联谊会会长陈
云生等侨领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非国大党华人议员候选人南部非洲上
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全非洲女企业
家工商联合总会会长张晓梅与其支持者也
在本年度的最后这次造势活动中，完成最
后一天的宣传工作。 （来源：中国侨网）

华人社区华人社区

从 8 月 1 日开始，为期
10天的2016海外华裔青少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婺源营正式开营，来自美
国、德国等国的 50 余名华
裔青少年在江西婺源学习
绘画、书法、武术、剪纸等
课程，领略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图为来自美国、德国
等国的华裔青少年正在学
习中国书法。

单长华摄（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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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拥有“自得”、“自然”的陈白沙思想，自强不息的侨文化，也有一
大批富于激情、勇于创新的人物，如陈白沙、梁启超、陈垣、李铁夫等。“江
门文化底蕴深厚，是出大家的地方。”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曾这样评价。

作为中国侨都，深厚的侨文化是江门的“魂”之所在。华侨先民留下的
宝贵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不断激励着创业者。

以文融城，文化先行。在推进文化融城的过程中，江门做出了不少探
索。比如，在全省创新性开展“四馆联合”项目，还在积极盘活文化遗产资
源。在东部，蓬“商”、江“厂”、新“文”、鹤“武”让人充满遐想；在西
部，开“遗”、台“岛”、恩“泉”，美景醉人……

今年 32岁的梁景峰，2006年从五邑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多之后去了深圳，
于三四年前回到江门，目前是珠西云谷总经理。谈及他抛弃一线城市的原因时，
梁景峰说：“我在江门读书，对江门人比较了解，觉得江门人比较和善。”

与梁景峰不同，川妹子阿茜与江门结缘则是误打误撞。11年前，她来到
广州流花车站，本想着去往深圳，没想到，由于语言问题，竟买错了车票，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她此前一点儿都不知道的城市——江门。令她没有想
到的是，此后不久，她遇到了一些朋友、贵人，又遇到了现在的老公，两个
同处困境的人相互取暖，挺过了寒冬，如今发展得不错。

湖北蕲春人蔡宝生的经历与阿茜的经历有些相似，因为参军，他与江门
结缘。10年前他放弃了公务员身份踏入商海，从事过通信工程等生意，目前
做得有声有色。

在蔡宝生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绩，一方面保持了退伍不褪色的军
人作风，另一方面则在于江门具有良好的创业土壤，这包括江门人的热情、
宽容，以及侨乡名人敢想敢闯的精神激励。

“商务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三方面才构成一个好的创业环境，缺一
不可。”江门市文联主席尹继红认为，地方文化和创业氛围有着密切关联，一
方面，创业是需要土壤的，而文化就是这个土壤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地
方文化会吸引创业者，如果这里是文化荒漠，吸引力可想而知。

“过去，华侨要闯金山，今天，我们要创金山，要用华侨精神吸引更多的
人来到江门发展。”尹继红说。

（来源：《江门日报》）

江门侨文化江门侨文化
激励创业者激励创业者

周春锋周春锋 吴惠英吴惠英

近日，来自澳大利
亚悉尼唐人街地区的居
民和商家参观了该地区
全新改造的人性化中央
购物区新貌。

悉尼市政府对唐人
街所在地禧市地区的汤姆斯大街进行了全面改
造，栽种行道树，安设全新照明、座椅设施，展
示全新艺术作品，已让这里“华丽变身”，成为一
处方便行人生活休闲的街道和广场。

景观设计师简·欧文、建筑师飞利浦·塔里
斯、澳籍华裔艺术家李林迪以及多位设计师携
手，组成了一支顶尖团队，为该地区的街道景观
和开发出谋划策。

汤姆斯大街优化工程是悉尼市政府继该地区
中心地带三条巷道——小禧街、发多利街和金贝
里巷改头换面修整后的又一成功举措。

悉尼市市长摩雅带领大家参观了当地改造后

的新貌说：“该工程巩固了悉尼唐人街作为本市最
受游客青睐旅游胜地的地位。”

“便捷的步行游览环境、活力四射的公共空
间，将吸引更多人前往禧市地区，进一步推动本
地商业发展。”摩雅连声称赞。

备受赞誉的艺术家李林迪将沿汤姆斯大街上
空悬挂极具戏剧性的环形装饰物，营造步行通道
效果，其造型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安装到位。

“莎瑟街、禧街、汤姆斯街交叉口是悉尼唐
人街的中心所在。”李林迪说：“这里的历史令我
着迷，我的设计初衷就是完整地保留这里原有的
街头文化，让汤姆斯大街成为吸引本地行人，乃

至全澳游客驻足浏
览的好去处，因此
我们希望为这里营
造和谐、活力、惬
意的气氛。”

整 套 优 化 工 程
伴随相应的交通管制，行人优先，在汤姆斯大街
途径汤姆斯巷与奎伊街路段设立南行向单行路
线，还在奥蒂姆路与汤姆斯巷路段设立了限时步
行道。

体贴周到的设计理念还为本地居民和游客安
设了学者岩石座，供人们在禧市地区繁忙的购物
和餐饮中心小憩片刻。

去年8月至9月期间，悉尼市政府对唐人街地
段的改造计划出台公展，并广泛得到大众的拥
戴。而如今，该地区公共设施的优化改造现已全
面展开。

（来源：中国侨网）

悉尼唐人街华丽变身

图为日前中国女排抵达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国际机场，当地华侨华人到
机场迎接。 盛佳鹏摄 （中新社发）

图为巴西华侨华人在机场迎接中国体育代表团。
照片由宋远雄提供

压题图为江门马降龙碉楼群。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