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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也可以报考公务员了！
8月 10日，《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

条例》 正式发布，华侨普遍关注的政
治权益、出入境权益及身份认定、投
资权益、捐赠权益等方面问题都以立
法的方式受到关注。条例规定，在特
定领域，华侨护照也可与居民身份证
有同等效力，同时，华侨可以依法被
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

当然，得此福利的不仅只有福建
华侨。早在一年前，第一大侨乡广东
省就出台了《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这
也是中国首部保护华侨权益的综合性
省级地方法规。此后，福建、上海、
江苏等地也纷纷开展座谈，出台草
案，颁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维护华
侨权益。

侨益保护条例密集出台的背后，
是华侨对权益保护的渴望。据中新社
报道，华侨虽然是中国公民，但他们
归国生活后，却往往享受不到公民的
平等待遇，有些华侨因没有身份证，
甚至在购买火车票、银行开户、入住
酒店等方面都会遭遇尴尬，“办事难、
维权难”让本应充满喜悦的回家之路
变得忧虑重重。近年来，随着归国华
侨越来越多，侨界对侨益保护的呼声
也越发高涨。

事实上，华侨华人也是中国宝贵
的人才资源库，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倘若要华侨归
国大显身手，首先就要免去他们归国
定居难，子女上学难等后顾之忧。

既然侨益保护如此重要，华侨最
关心的，就是侨益保护条例所关注

的。此外，一些条例也充分体现地方特色。例如，湖北省有
着大批改革开放后取得海外永久居留权的华侨，其中从事高
新产业者居多，在制定侨益保护条例时，对华侨子女的义务
教育和参加中、高考作出了特别规定，以留住归侨人才的
心。由于近年来大批海外华侨在上海创新创业，今年7月出台
的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草案）》 则特别注重对华侨
在沪投资创业权益的保护。

有些地方虽未制定综合性的侨益保护条例，也会立足于
地方实际，制定特定领域条例，如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江
苏省保护和促进华侨投资条例》，以及将于 9月 1日起施行的

《贵州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条例》。
从单项政策规定到综合性的侨益保护条例，通过立法来

维护华侨权益，是当务之急，更是众望所归。

据报道，美国旧金山为期一年的“清洁华埠计划”
已于 7 月 31 日到期，今后能否得到旧金山市政府的拨款
仍是未知数。美国中华总会馆当地时间7日决定，将致信
市府相关部门，为清洁华埠计划争取预算。

对于自己生活的家园，华埠居民一直都细心保护。
为了保证华埠的清洁卫生，他们一直在努力。

环境事关每个人

旧金山华埠地区目前生活着十万余名居民，“清洁华
埠计划”施展近一年来，逢星期二及星期五便会清洁包
括华盛顿街、杰克逊街、克雷街、格兰特大道在内的 12
条华埠街道。除此以外，“清洁华埠计划”还教育商户如
何使用311服务来报告他人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及安全问
题，并提供给了 200 位商户免费垃圾桶，以保持街道整
洁。

对于旧金山华埠居民来说，“清洁华埠计划”是他们
非常关心的议题。新侨服务中心代理行政主任陈浩源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统计，97%的华埠商家强
烈赞成清洁的街道可以吸引更多游客，86%的商家认同清
洁华埠计划过去一年的成绩。这项计划对华埠至关重
要，它也能为新移民家庭争取工作机会。”

芝加哥华埠商家也十分关注环境卫生问题。据报
道，随着夏日旺季来临，芝加哥华埠涌入了大量游客，
这些游客给商家带来了大量商机。但是华埠广场外围及
停车场内缺乏垃圾桶，这造成了很多顾客的不便，越积
越多的垃圾也很影响华埠的面貌。

环境问题也在影响着纽约华埠居民的生产经营。据
报道，在纽约华埠，勿街、茂比利街、伊利沙伯街、坚

尼路、东百老汇、摆也街这些名街，浓烈的气味让不少
游人望而却步。餐馆业主郑先生表示，臭味最主要的原
因在于华埠路边坑洞很多，潴留了很多臭水。

在纽约法院担任翻译的吉姆·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如果华埠清洁卫生能够提升，将带来更多的客流
量，也能够形成华人注重卫生的形象，让华人在西方社
会中得到更多的尊重。”

整洁的卫生环境将使华埠地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据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对悉尼市唐人街所在
地禧市地区的汤姆斯大街进行了全面改造，由包括华裔
设计师李林迪在内的顶尖设计团队在保留华埠原有街头
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精妙的设计，让华埠地区成为了吸
引本地行人，乃至全澳游客驻足浏览的好去处。

清洁计划吹暖风

“清洁华埠计划”最早发起于2013年。在2013年7月
26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 旧金山新侨服务中心于士
德顿街举行一个为期 25 星期的“清洁士德顿街”的活
动。随后，“清洁士德顿街”活动发展成“清洁华埠”活
动， 这让更多的华埠居民参与到了清洁活动中来。

为了让清洁服务继续，除了拜访中华总会馆争取支
持，新侨服务中心也正在认真准备旧金山市政府于 9 月
开放的新一批的拨款申请，并正积极收集华埠居民签
名。

除了积极要求政府更多的行动，华埠居民自己也在
尽量维护华埠的环境卫生。芝加哥华埠广场商联董事
会成员、广场商联前会长马森柱说，他曾多次与负责
华埠区域管辖的办公室联络人通电话，要求安置扫街
指示牌，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为了维持华埠广场
环境，很多时候他都会请广场内部环卫人员帮忙打扫
附近卫生。

纽约华埠餐馆业主郑先生表示，基本上餐馆员工都
会将装垃圾的袋口扎好后才拿到外面等垃圾车运走。对
于纽约华埠的坑洞，纽约华埠商改区也曾想自己动手填

补，但由于市政府规定不能私自填补坑洞而只得作罢。
吉姆·何说：“华埠几个组织都组织过活动来帮助解

决清洁卫生问题，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都得提醒大家爱
护卫生人人有责，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破坏环境卫生。”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华埠卫生状况仍在居民的
维护中不断改善。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我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已经三十多年了，
从我的感受来看，从以前到现在，华埠的卫生情况有很
大改善，现在我们洛杉矶的华埠还是很干净的。”

政府华埠需合力

马森柱表示，尽管很多民众都向华埠商联反映华埠
外围无垃圾桶的问题，但华埠商联的管辖范围有限，很
多地方都是由芝加哥市政府管理的。马森柱说，芝加哥
华埠内每个商户一年上缴政府的地税高达2万至3万多美
元，却得不到相应服务，让人很无奈。

寻求合理有效的与政府沟通的方式十分必要。庄佩
源说：“美国社会整体对于华人是很尊重的，政府对于华
埠清洁卫生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
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对于旧金山华埠的卫生问题，旧金山市长经济及劳
动力办公室格洛丽亚·陈表示，“清洁华埠计划”暂停
只是因为申请程序的问题，对“清洁华埠计划”资助
的资金依然存在，只是每个计划都有一个合同期。她
表示，市政府有意改善申请制度，以解决这些小区计
划出现真空期的问题。市政府将与新侨服务中心继续
沟通合作，保证在申请期开放之前，华埠的街洁服务能
够继续进行。

华埠居民也应更多地提升自己的责任感。著名华裔
建筑师贝聿铭的弟弟贝聿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裔
新移民仍需要提高对小区的责任感，了解、尊重、关心
这个承载华裔移民过去和未来的小区。”他认为，只有加
强对小区的责任感，才能巩固和延续华埠的价值，防止
一些比如乱丢垃圾的破坏卫生的不良行为。

侨 情 乡 讯

图为旧金山华埠风景 （图片来源：携程网）图为旧金山华埠风景 （图片来源：携程网）

纽约华埠商改区清洁员用水冲洗路边，以减少
臭气。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清洁华埠清洁华埠 何时是我家何时是我家
孙少峰 汤 帅

第二届侨交会即将开幕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第二届侨交会将
于本月13日至15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
侨交会由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联合海内外200
多家社团、商协会共同主办，来自 31个国家和
地区200多家商协会以及627家展商将参展。本
届侨交会设有“侨梦苑”展示区，集中展示和
推广国内 10个“侨梦苑”特色亮点。本届侨交
会上，“侨交会商城”将成为新亮点。作为深圳
市侨交会集团公司旗下衍生出的两大平台，“侨
交会+国际产业交易服务平台”、“侨交会+外贸
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将在本届侨交会正式运营。

世界莞商大会即将召开

中新网电 2016世界莞商大会将于9月7日
至8日在广东东莞召开。此次大会共邀请了来自
海内外莞籍企业家 1300多人参会，将举行多项
商贸交流活动，帮助企业家寻觅商机。据世界
莞商联合会会长莫浩棠介绍，2016 世界莞商大
会主题为“共迎新格局·智造新东莞”。此次大会
将搭建海内外莞商交流合作平台，重点策划“世
界莞商资本峰会”等多项商贸活动。东莞市政府
秘书长邓浩全表示，世界莞商联合会成立后，一
直积极团结联合海内外莞商，共谋发展。目前世
界莞商联合会已经成立了澳大利亚莞商联合会、
加拿大莞商联合会等多个海外分会。

文成推进海外调解制度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浙江文成县8月9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邀海外调解员、联
络员工作制度运行情况。2009 年至今，文成以
意大利米兰、罗马等文成籍华侨集中地为中
心，聘请 4 名侨领担任特邀海外调解员、19 名
担任海外联络员。这些华侨都具有一定法律知
识或人民调解工作经历，公道正派，在侨界享
有声望。他们主要职责包括：在国外协助法院
寻找当事人住所、送达法律文书，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民事纠纷案件；协
助法院进行网上立案、远程视频开庭；督促当
事人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等。

瑞安共议侨贸电商发展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8月6日，江南侨
贸电商特色小镇侨界座谈会召开，就“江南侨
贸电商特色小镇”项目规划征询侨界代表意
见，共同商讨瑞安侨贸跨境电商发展大计。听
取小镇初步规划和招商项目推介之后，来自意
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巴西、加纳等 13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30名瑞籍侨商与在座相关涉侨涉
贸易部门负责人逐一就“瑞安侨贸跨境电商如
何发展”、“政府如何作为”以及已着手进行跨
境电商事业的侨商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期盼的政策优惠等进行讨论。

在这两天的里约街头，人们口中竞相传颂的英
雄，是一位华人运动员。

登上领奖台 赢得无数赞

当地时间8月7日，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场地。一身
绿衣的菲利佩·吴并不那么显眼——仅以资格赛倒数第
二的成绩进入决赛的他，在旁人看来，还是有些“稚嫩”。
然而随着比赛的进程，很多人惊呆了，不被看好的菲利
佩·吴，最后一枪打出了10.1环，摘得银牌。

对于巴西来说，这绝对是“含金量”最高的银
牌：这不仅是巴西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一块奖

牌，更是时隔86年之后，巴西选手又一次站上射击项
目的领奖台，意义非凡。

菲利佩·吴，这位代表巴西出战的华人运动员，俨
然成为了巴西的英雄。但是很多巴西人并不知道，他
们此时此刻的狂欢，差一点就成为一场泡影。

训练太“烧钱”曾经想放弃

菲利佩·吴的父亲保罗·吴是一位体育教师，来自
中国。酷爱射击的他，从儿子8岁起就带他进行射击练
习，12岁就开始参赛。但是在巴西，射击这个项目并
不受重视，在观众里也没什么人气。没有赞助商愿意

投入这个项目。射击运动本来就很“烧钱”，想要备战
奥运、系统训练，无疑就烧得更厉害。

面对艰苦的训练条件，菲利佩·吴曾想过放弃。关
键时刻，热爱射击运动的父亲站了出来，出钱出力、
倾尽所能，只希望儿子能训练到最后。咬紧牙关，菲
利佩·吴和家人一起坚持了下来。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声
音——有一天，我会站在奥运领奖台上。

终于，在里约，菲利佩·吴梦想成真。作为巴西选
手，他成了国家的骄傲，也为今后巴西射击运动的发
展开了个好头。 （据中国侨网）

2016年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山
西营日前在山西太原开营。

图为来自德国斯图加特
的华裔青少年在山西太原少
年宫学习中国武术。

中新社记者 张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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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菲利佩·吴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奥运摘银

菲利佩·吴成为巴西英雄
付 强

华裔少年华裔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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