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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志愿者，服务奥运

在奥运比赛场馆里，黄皮肤的志愿者们活跃在各
个岗位上，保障着奥运会的顺利举办。21岁的巴西华
侨李百加作为里约奥运会志愿者，负责接待中国籍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从 7 月 29 日到 8 月 22 日，她
全程陪同于再清，担任其翻译和助手。在巴西里约经
济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的她在 2014年得知奥运会招募
志愿者后立即报名。经过语言测试、能力测试以及网
络面试后，她终于通过了申请，成为首批被录取的奥
运会志愿者。“我在巴西长大，擅长葡萄牙语，面试还
是挺顺利的。”她说。

对于志愿工作，李百加表达了期待，“这是我第一
次做志愿者，可以积累工作经验，结交来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对我来说，能够成为奥运会一名志愿者是多
年的梦想，希望能在奥运会赛场上向世界展现华人的
风采。”李百加说。

在里约奥运期间，热情的巴西华侨华人纷纷以志
愿者的形式参与到奥运中来，他们有的帮助记者第一
时间把精彩赛事传播到世界各地，有的作为舞蹈志愿
者在开幕式上为观众献上精彩表演，有的发挥自己所
学提供医疗服务。据了解，本届里约奥运会面向全球
招募志愿者，共有近 30万人报名，组委会经过层层选
拔以及网络面试最终选出5万名志愿者，其中国际志愿
者1万，来自156个国家。

在这些国际志愿者中，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
人。他们从全球各地赶来里约，作为志愿者服务奥运
会。陈晴臻是英国华人，她目前在里约会展中心做语
言组的志愿者。在运动员接受采访、做兴奋剂检测或
者受伤接受治疗时，她负责中英文的翻译。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陈晴臻说：“我很享受做志愿者的过程，虽
然我不是运动员，不在一线参加比赛，但我作为翻
译，扮演桥梁的作用，将运动员的感受和想法第一时

间通过媒体传递出去。”在会展中心的工作结束后，陈
晴臻还将参与到两周后残奥会的工作中。来自美国的
赵中乾目前在游泳馆的摄影组做志愿者。他也很喜欢
自己的志愿工作，赵中乾在接受采访时说：“奥运会不
仅是一个综合性比赛，更像是一个狂欢。大家都很开
心，像是过节一样。”

做热情观众，呐喊助威

享受奥运带来的快乐，不止有服务奥运的志愿者
们，更有看台上的观众。当地时间8月6日晚，中国女
足对阵南非。首场输球的中国女足面临着“准生死
战”的严峻局面。随着中场谭茹殷在刚过中圈半步的
位置起脚吊射进球，看台上的观众陷入了一篇欢呼的
浪潮之中，巴西华人林海源就是其中一个。

从450公里外的圣保罗专程驱车来到里约的林海源
是资深的球迷。尽管当天的观众并不多，但为了给女
足的姑娘们加油，林海源特别卖力地呐喊“中国队，
加油！”。现场的巴西观众也纷纷称赞中国女足踢得很
不错，和林海源一起加油！最终中国队以 2∶0赢得了
这场比赛。在点评这场比赛时，林海源说：“这场比赛
非常精彩，女足姑娘谭茹殷的 40米吊射破门，制造了
一个世界波！”

为了庆祝中国队的胜利，林海源回到酒店和朋友
开啤酒庆祝，“喝到了凌晨”。在女足姑娘离开里约的
当天，他还约上了几位朋友一起去机场送机。“如果中
国足球有女足的这种拼搏精神，中国足球一定会走出
来的！”林海源说。

据他介绍，圣保罗的华侨华人非常关注奥运比
赛，专程驱车 6个小时去里约看比赛。“我认识的有一
二百位朋友，基本都去了。热情非常高！周六去周日
晚回来，周一上班。”尽管有些影响工作，但林海源
说：“影响也要去为祖 （籍） 国的运动健儿加油，在家
门口为祖 （籍） 国加油的机会很难得！”

参加业余赛，快乐享受

除了赛场内的热烈气氛，赛场外的华人社区也被
奥运的气氛所感染。巴西的侨社积极组织奥运相关活
动。在侨社的组织下，“每一个中国队夺金的热门项目
都有华侨华人加油助威的身影。”巴西华人协会监事长
刘皓谈及对中国队的期待时说，“中国队夺金当然非常
激动，但会以一个平常心去看待，并不那么看重金
牌，会更强调体育精神。”

同时，除了关注奥运赛事和运动员，奥运会也激
发了当地华人社区的运动激情。不久前，为了给奥运
的到来加油，巴西体育协会联同圣保罗各大社团在圣
保罗一家体育公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运动比赛，“比赛
分了四个年龄组，保证了不同年龄段的华侨华人都有
参与进来，有不少是华二代华三代。参加的人数有150
到 200人左右。”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郭文
龙介绍道。

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奥运带来的运动氛
围。去里约看比赛的郭淑俐参加了里约华人社团举行
的游行活动，“大家披着五星红旗在里约的海滩上欢
呼，为中国队加油。巴西人也被我们的气氛所感染，
给我们桑巴的拥抱，大家一起喊着‘China’和‘Bra-
zil’的口号，非常激动！”

平时不去里约的日子里，郭淑俐在家里通过电视
关注着奥运，虽然她更喜欢看中国队的比赛，孩子们
更喜欢看巴西队强势的项目，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
享受奥运精彩的赛事。郭文龙的父母开了一家餐馆，
客人们和餐馆老板常常一起聚集在电视机前，“看到中
国队的时候都非常兴奋，一起为他们加油！”。林海源
也会和儿子一块看比赛。他的儿子也是足球迷，目前
在接受职业训练，希望日后成为职业球员。他说：“期
待儿子代表中国队出征奥运会，如果可以的话，儿子
说可以放弃巴西国籍为祖 （籍） 国效力！”

将虚拟与现实结合的智能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
GO”在美日等国上线以来便迅速风靡世界各国。不论
是青少年还是工作族，都纷纷被它“攻陷”，成为它的
忠实粉丝。在“精灵宝可梦GO”日渐火爆之际，有许
多华人从这个小游戏中觅得了商机。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多伦多一名华裔男子通过玩
“精灵宝可梦 GO”捕捉精灵而邂逅爱情。随后他灵机
一动，与华裔女同事合作推出专为“精灵训练员”而
设的聊天和约会手机程序“Pok”，让“训练员”在街
上寻找爱情火花。

“Pok”的设计与网上交友软件相似，用户只需输
入个人简介和兴趣等，便可以根据身处位置连接其他
用 户 ， 如 果 两 名 用 户 “ 一 拍 即 合 ”， 便 可 以 通 过

“Pok”互传讯息。这一应用自 7 月 24 日推出以来，下
载已达3万余次。

再将视线转移到美国。“精灵宝可梦 GO”上线
后，“精灵宝可梦美国地图”等各色攻略应运而生。这
些攻略中纷纷将华埠标注为抓精灵的热门地点，登陆
游戏后可以发现，华埠区域布满了蓝色标示的补给
站。洛杉矶一家名为“上海滩”的华人餐馆门口停放
的黄包车竟也搭上了顺风车，幸运地成为游戏中的补
给站。

餐馆老板鹿强说，在游戏中将餐厅设置成“樱花
雨状态”便能吸引到不少训练师。如今全家都在玩这
个游戏，餐厅员工也在玩，很多玩家看到餐厅经常下

“樱花雨”便聚拢而来抓精灵。餐厅得益于游戏，吸引
了不少本来可能不会来此消费的顾客。有回头客直
言，第一次完全是因游戏而来。

没被选为补给站也不必心急。据 《每日邮报》 报
道，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名为“香满楼”的华人餐馆
推出新活动，如果消费者能证明自己抓到了罕见的小
精灵，餐费可以打折。罕见小精灵的名单都印在了餐
馆宣传单上，包括黄金鸭、阿柏怪等等，折扣7折到9
折不等，以此吸引游戏玩家前来消费。

海外华人积极顺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努力
迎合社会的新发展和人们的新需求。小小游戏也能成
为华人展现大智慧的舞台，华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博
得世界喝彩。

第二届中国 （深圳） 华人华侨产业交
易会 （简称“侨交会”） 13 日至 15 日举
行，这一由中国首个涉侨民间智库——深
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发起的展会，正汇聚
全球侨资、侨智、侨力，助推万侨创新。

当前，由中国官方倡导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正吹向海内外华
侨华人。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南京宣布启动“万
侨创新行动”，积极探索、引领服务侨胞创
新创业。

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理事长、第二届
侨交会组委会执行主席郑汉明介绍，第二届
侨交会以“万侨创新”为主题，吸引了全球31
个国家和地区的侨领和627家参展商前来参
展，围绕创新发展，利用侨交会带来的商业
资源，把人才、技术、项目、产品进行交流互
动，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记者连日来探馆发现，展会由海内外
200多家社团、商协会组团前来参展，“侨”味
十足，东南亚展团带来当地原生态特产及文
化旅游产业，日本、美国等展团则偏重于高
科技、医疗、教育文化等项目展示。

在国际潮籍博士联合会展团前，由战国
科技带来的一款VR（虚拟现实）展品让不少
观众争相上前体验，只见体验者戴上 VR 眼
镜，跟随电脑指引，便置身在虚拟世界之中。

战国科技负责人邱炫佳介绍，此次带
来的VR产品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创新性
地将时下最热门的 VR 技术，与 AR （增强
现实）、体感等技术实现糅合，行业前景广
阔，希望通过侨交会平台与全球侨商交流
合作。

展会一侧是本届侨交会特设的“侨梦
苑”展区，河北省北戴河新区侨商产业聚
集区开发建设办公室主任周泽华，详细地
为前来问询的侨商解答华侨华人落户“侨
梦苑”投资创业的相关问题。

周泽华称，“侨梦苑”是海外华侨华人
回国创业真正的落地平台，此次到侨交会
参展，希望利用侨交会华侨产业集聚的优
势，向海外华侨华人推介宣传“侨梦苑”，
让他们了解国务院给予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的载体。

记者了解到，“侨梦苑”是国务院侨办自
2014年启动打造的新型侨务引资引智平台，
截至目前已建成10家“侨梦苑”，为华侨华人
打造侨商产业聚集区的创新创业基地。

广东省侨办副主任郑建民表示，本届侨
交会从华侨产业交易到高新科技人才项目
的对接，彰显“万侨创新”特色，海外华侨华
人群体智力资源丰富，应多与国内产业增进
交流，促成更多实质项目落地。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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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里约，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正热火朝

天地进行。在这片四处洋溢着桑巴热情的土

地上，华侨华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享受着奥运

带来的快乐。申请成为志愿者活跃在台前幕

后、购票进入赛场为运动员热情呐喊、借此

机会释放运动激情……在巴西，华侨华人享

受奥运的方式多种多样。

活用精灵游戏
华人觅得商机

孙 萌

民间“侨交会”——

汇侨智侨力 推万侨创新
索有为 陈启任

当 地 时 间 8 月 12
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主办，福建省侨
务办公室、美国亚洲文
化中心承办的中华文化
大乐园纽约夏令营在布
鲁克林鸣远中文学校举
行闭营汇报演出。200
多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了
该营为期12天的中华才
艺学习和交流。当日，
青少年们用心表演12个
节目充满童趣。图为 3
个小姑娘妆扮成福建惠
安女，其中一位耐不住
夏日炎热摘掉了头饰。

中新社记者
廖 攀摄

中华文化大乐园纽约夏令营闭营中华文化大乐园纽约夏令营闭营

8月13日，参会者在侨交会上体验智能手环。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根据国侨办关于“各援藏侨办每年为
西藏办一件实事”的要求和山南市外侨办邀请，湖北省外事侨务
办公室近日组织了主题为“侨务关爱山南行，健康义诊惠边民”
的“侨爱工程医疗队西藏山南行”义诊活动。

医疗队由湖北省外侨办国内侨务处负责人领队，抽调武汉大
学所属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心血管内科、眼科、皮肤科、妇产
科、消化内科、儿科、中医科的侨界专家组成，奔赴西藏为当地
藏族同胞和边防哨所官兵义诊。在 8天巡回医疗中，累计行程逾
千公里，共计完成学术交流6场、义诊4场、接诊近千人次，并发
放了药品。

据新华社电 近日，福建省侨联对验收合格的基层社
区侨联组织正式授牌“侨胞之家”，湖里区的兴隆社区侨
联、吕岭社区侨联、和通社区侨联、康乐社区侨联、康泰
社区侨联、江村社区侨联、濠头社区侨联、金尚社区侨
联、金山社区侨联共九个侨联组织荣获授牌。

一直以来，湖里区侨联按照福建省侨联的部署，围绕
“五有”侨胞之家的建设标准，加强指导基层侨联组织开展
创建活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半年，区侨联将在已
经命名的省级“侨胞之家”的基础上，推进“五好”侨联
示范点建设，深入开展“创家交友”活动。

据中新社电 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东北行考察团
13日抵达吉林长白山，开启在吉林省的考察交流，为老工业基地
振兴建言献策。

多年来，委员们积极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建言献
策，为中外科技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充分发挥了海外
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智库作用。

在吉林省期间，海外专家将分别在长白山、吉林市和长春市
开展考察交流，前往当地重点企业调研。吉林省还将根据专家专
业领域，组织两场座谈与学术交流会，与吉林省委组织部、发改
委、科技厅、人社厅以及相关科研机构一起，就吉林省经济社会
发展和科技进步展开交流探讨。

湖北侨爱医疗队赴藏义诊

国侨办海外专家团赴吉考察国侨办海外专家团赴吉考察

厦门9社区授牌“侨胞之家”

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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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据中新社电 日前，上海市侨联召开“同心同行六十
载 爱国奉献代代传”——纪念侨联组织成立60周年座谈会
暨上海侨青总会向早期归侨社团捐赠仪式。40余位早期归侨
和新侨代表齐聚一堂，畅谈在祖国大家庭怀抱里如何受到上
海侨联的关心和帮助以及个人进步成长的经历和体会。

出席座谈会的中国侨联副主席、上海市侨联主席沈敏
表示，新时期的侨联工作既要继承和发扬老归侨的爱国奉
献精神，也要拓展和创新新侨工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
展空间，影响和带动更多侨界群众为祖国的发展建设、为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凝心聚力，使侨联组织不断增添动力和
活力。

上海纪念侨联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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