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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由芝加哥华裔青少年完成
的“华埠认同调查报告”引起了当地居民
的关注。该报告由芝加哥华埠更好团结联
盟青少年组织“起源”制作，通过电话查
访 352 位民众，他们发现，在居住在芝加
哥华埠的民众中，有 53.3%的受访者希望
能够搬离华埠。

作为海外华人的家园，华埠魅力缘何
不再？

“离家出走”的无奈缘由

“华埠认同调查报告”显示，安全忧虑
是华埠居民想要搬离的重要因由。盗窃、抢
劫等治安问题频频发生，让居民们难有生
活安全感。据报道，美国芝加哥第九警察分
局日前表示，近来华埠商圈发生至少三起
结伙抢劫案。而在纽约当地时间16日早上，
华埠坚尼路上的大通银行也遭遇打劫。在
旧金山，拦路抢劫、入室盗窃等罪案时有发
生，骗财金光党等也都有复活迹象。

除了安全忧虑以外，日益高昂的生活
经营成本也让华埠居民难以为继。芝加哥
华埠店主胡大江在2015年将他位于华埠永
活街内经营十多年的礼品店出让，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连年上涨的店铺租金
是导致他选择离开的最大原因。据了解，
在芝加哥华埠永活街上，不过数百平方米
的门店，每月的租金高达四五千美元。

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在华埠，房租上升是居
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由
于居住人数不断增加，而可以租住的房子
又越来越少，供求关系有了变化，房租自
然也是水涨船高了。另外，随着住在华埠

的居民不断增加，政府税收也在慢慢增
加，因为要照顾更多人的各类社会需求。”

华埠脏乱的卫生环境也让居民们难以
接受。有报道称，在纽约华埠，路面坑洞
积蓄了大量污水，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质量与生产营业。纽约华埠商改区行政总
监陈作舟在谈及污水问题时表示，根据交
通局的资料，纽约市路面的坑洞有 4 万多
个，而市政府修缮的速度与能力却十分有
限。在芝加哥、旧金山等华埠地区，有关
环境卫生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

难舍难离的华埠生活

对华埠居民来说，华埠不仅是他们生
活的地方，更承载着他们浓郁的文化情感。

日前，人文历史展览项目“包厘街窗
口”亮相纽约曼哈顿包厘街的 64 个历史地
点。该展览由64幅海报组成，这些海报由18
位来自艺术、音乐、古迹研究建筑等领域的
华裔专业人士执笔，以历史照片和文字介
绍的形式，讲述了包厘街及华埠自 17 世纪
中期至今近400年的人文历史。参与展览筹
备的陈雪媚女士说，小时候几乎每周都跟
着从台山移民纽约的父母到华埠吃饭或采
购，她对华埠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熟悉感。

华埠不仅是华裔心灵的归属地，更是
最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场所。根据“华埠
认同调查报告”显示，生活便利、父母因
素及归属感是芝加哥许多华人移民选择居
住在华埠的原因。调查报告主要负责人之
一陈念茵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对华人
来说，在华埠生活的话，交通和购物都很
方便。在这里，可以买到很多符合中国口
味的蔬菜、肉类和调味料。另外，在华埠

还有很多帮助和服务华人的机构，比如我
了解到的芝加哥华埠的华人咨询服务处和
培德中心，华人咨询服务处有照顾儿童和
老人的服务，还有一些工作训练班来帮助
新移民家庭，培德中心则开设了成人英语
训练班，很多从没接触过英语的家长们都
会去参加。”

庄佩源说：“唐人街是华人们聚居的
地方，在美国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聚居的
区域，在当初他们移民过来时，因为互相
语言不通，所以形成了各个国家的人聚居
的区域。在唐人街里，华人能够互相交
流，互相帮忙，如果华人离开唐人街去别
的地方，朋友不会很多，沟通也困难。”

为理想携手建新家园

对华人来说，离开华埠不是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这里有着其他地方难以
比拟的优势。比起离开，更为理想的选择
是携起手将它建设为更宜居的社区。

珍惜华埠家园是华埠居民共有的情
结。为了保证华埠的原汁原味，限制区内
大肆建设的豪华大楼，在2008年，纽约约
50个华埠团体成立了华埠工作小组，商讨
推动“华埠重新规划”方案，限制区内楼
房的高度和密度。这份方案在2015年正式
出炉，但却被纽约市规划局以“规划所涵
盖的范围太广”为由否决。尽管对结果感
觉失望，但他们没有放弃。在他们不懈努

力之下，近日市规划局表示，愿意考虑
“华埠重新规划”方案，他们也将于当地
时间 8月 21日举办一次“华埠重新规划市
民会议”，讨论这一新进展。

华埠的社区组织也在努力使生活环境
变得更好。调查报告另一主要负责人翁艳
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芝加哥华人社
区和组织为了建立更好的唐人街做了很多
努力，他们扩展了唐人街的著名景点谭继
平公园，改善了唐人街一个地下铁入口的
基 础 设 施 ， 还 兴 建 了 一 个 更 大 的 图 书
馆。”在旧金山，为了解决华埠脏乱的卫
生状况，华埠组织新侨服务中心一直在争
取“清洁华埠计划”的再次拨款，在他们
的坚持下，该市市长李孟贤表示，将亲自
过问此事，这也使得“清洁华埠计划”获
得再次拨款的希望大增。

对于华埠的治安问题，华埠居民也在
积极应对。旧金山华埠士德顿街 30 多商
户，在中央分警局长拉萨协助下成立了守
望相助会，互通消息打击罪案。在芝加
哥，居民们很多都加入了“芝加哥唐人街
治安信息群”，该微信账号发起人黄晖表
示，通过在微信群的信息交换，居民可以
随时了解华埠及附近华人聚居地区的治安
最新动态，对维护小区安全能起到很大作
用，该群目前已达最高上限人数 500 人，
但还有不少人希望加入，因此他将尽快开
设“治安二群”，希望有更多“眼睛”，一
起关注华埠安全。

最是难舍华埠情最是难舍华埠情
孙少锋 汤 帅

华 人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据中新社电 国务院侨办第 42期华侨华人社
团负责人研习班结业式 17日在北京举行，国侨办
主任裘援平出席。

裘援平对祖籍新疆的各位海外侨领表示热烈欢
迎。她强调，民族团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她还介绍了国务院
侨办的惠侨工程，表示国侨办将一如既往，为侨胞在
海外更好地生存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侨办主任艾力·阿不力堤
感谢国侨办对新疆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各
位侨领尽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法国侨团在甘肃捐资助学
据中新社电 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会长张

常豹一行 18日来到甘肃积石山县徐扈家乡周家小
学进行走访、考察，并对该县两所学校进行爱心捐
赠，助力积石山县“拔穷根”。

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成立于 1998年，现有
会员400多人，以温州籍侨胞为主，会员主要从事
餐饮、鞋业、物流、教育以及服装进出口贸易等
行业。该协会热心在华公益事业，2009 年，成立
了资金独立运作的扶贫教育基金，旨在为中国贫
困地区捐建学校。至今已在安徽、浙江、湖南等
地共捐建4所中法友谊学校。

华侨社团负责人研习班结业

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携程网）

8月18日，2016年缅甸华
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夏令营
在昆明举行开营仪式。来自缅
甸的 40 名华裔青少年将在云
南开始为期 12 天的文化学习
体验。夏令营期间，40 名缅
甸华裔青少年除了学习中国手
工、中国书法、少数民族舞
蹈、少数民族乐器等丰富的课
程外，还将赴云南石林、大理
等地参观。图为开营仪式上，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交流。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摄

缅甸华裔青少年

云南开课

缅甸华裔青少年缅甸华裔青少年

云南开课云南开课

前阵子，所谓“南海仲裁案”让许多专
家学者义愤填膺，纷纷用自己多年的学识
从历史、法理等多个方面驳斥某些国家别
有用心的言论。这其中就有目前居住在加
拿大温哥华的华人学者郑海麟。

“最近，在温哥华逛旧书摊时，我又发
现了许多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其中‘南
中国海’部分地图，均将南海诸岛明确标示
归属中国。”谈起自己的新发现，郑海麟言
语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去年 5 月，加拿大 《明报》 发自温
哥华的报道称，温哥华市面出现由一家
美国百年老字号地图绘制公司制作的
1947年版的地图，该地图将不少南海岛
礁标明主权属于中国。

“明报的记者发现地图后，找到我
的相关著作，引述了我的论述，充分有
力地证明二战后南海诸岛回归中国，并
且获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普遍承
认”郑海麟本人就特别喜欢搜集旧地
图。“我很喜欢逛旧书摊。那里常常能
发现宝贝，很有趣。我对旧地图尤其感
兴趣。在涉及领土的问题上，地图是最
有力的证据。而且，从国际法角度来
说，地图比文献更有效力。毕竟，文字
资料可以有不同解读，但是地图则是一
目了然，没有辩解余地。”

南海问题热起来以后，郑海麟尤其
注意搜集相关地图。如今，他已经掌握了
100 多幅外国地图。“美国、日本、加拿大
出版的地图都有。最有意思的一幅是美
国 1965 年出版的，上面用法、德、英、日、
中、西班牙语6种文字标注不同国家的领
土主权归属。其中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东沙群岛皆用汉语拼音，下面用（Chung
Kuo）即“中国”标注，明确标明南海诸岛
归属中国。”郑海麟还指出，“从我收集的

100多幅外国地图能看出来，二战结束到
上世纪80年代期间，大多数美国、日本的
地图都认为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属于中
国。但是自80年代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修
订地图，并加上注释文字，标明这些地方
是有争议的。显然，地图的修订是根据政
治需要进行的。”

郑海麟从事东海和南海问题研究已
经20多年了。他说：“1996年，香港‘保钓’
人士陈毓祥在乘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
主权过程中不幸牺牲。当时，温哥华的华
侨华人发起了‘保钓’游行示威，并成立
了温哥华保钓大联盟，推举我担任大联
盟的发言人。”自此，他的研究方向就集
中在台海、东海和南海问题。

这几年，郑海麟成了包括电视、电
台、报纸等在内的诸多媒体的常客。

1998年，郑海麟出版了 《钓鱼岛列
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专著，书中用大
量的中外历史文献和地图，结合国际法
的分析，充分有力地证明钓鱼岛最早为
中国人发现命名和使用，并从明代起便
纳入版图，实行有效管辖。2012年，钓
鱼岛“购岛”事件后，这本书成了媒体
评论员经常引用的资料之一，郑海麟也
常被媒体邀请进行相关评论。

所谓“南海仲裁案”被炒热后，郑

海麟更是忙碌了起来。除了接受采访，
更多的时间则花在逛旧书摊和泡图书
馆。“原来在日本时是每周逛一次，现
在则是有空就去逛。”他说，“所谓‘南
海仲裁案’中，仲裁庭显然只看了上世
纪 80 年代后出版的注有争议文字的地
图，他们没有像我这么努力地找更多资
料，对二战后一系列条约规定日本必须
将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澎
湖、西沙南沙等岛屿归还中国的历史事
实避而不谈，片面而且极为轻率武断地
下结论。这显然是不了解战后历史和国
际法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说出历史的真像，让自己的同胞和国际
社会更加了解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怎么
安排的，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是谁，因
此感到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而
今，郑海麟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
他仍在继续努力。

人物简介：在广东梅州市出生成长
的郑海麟，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1987
年获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在日
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等做过研究。1995 年移居加拿大，
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2005
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
员、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地 图 实 证 南 海 主 权
——访南海问题专家、华人学者郑海麟

本报记者 张 红

地 图 实 证 南 海 主 权
——访南海问题专家、华人学者郑海麟

本报记者 张 红

郑海麟近影

“你们一定要用英文书写，不
要老想着中文，这样会记得更好。”
在侨乡福建屏南县康里村，15 岁的

“小老师”、美籍华裔女孩张潇苒，
正在一间教室内，为数十名当地的
小朋友授课。

虽 然 张 潇 苒 的 脸 上 还 挂 着 稚
嫩，但是通过这几天的授课实践，
已是有模有样，“现在教起‘学生’
来，已经颇有心得了。”

漂洋过海来到福建东部山区屏
南县康里村的张潇苒，此次是来参
加 2016 年中外文化交流夏令营活动
的。每天上午，她会与一同前来的
美籍华裔青少年，为当地的小朋友
教授英语；下午，则是他们增进情
谊的室内活动时间。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华裔少年朱
宇森，来中国之前满怀着期待和好
奇心，也做好了到乡村吃苦的准
备，可没想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比
自己想象的要好很多，也现代很多。

“感觉很温馨，像回家的感觉，
完全没有陌生感。”说着一口流利中
文的朱宇森 17 日告诉记者，希望未
来几天自己 （授课） 能做得再好一
点，与小朋友建立情谊，更多地了
解一些中国的习俗和传统文化。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康里村旅
美华侨郑观喜夫妇组织开展，持续
十多天，旨在加强中美学生交流中
英文教育，提高康里村中小学学生
英语水平，推动家乡文化教育事业
发展。

谈起此次活动，郑观喜告诉记
者，今年回乡祭祖扫墓时，了解到
自己小时候的母校如今因生源锐减
濒临关闭，孩子的教育或成难题，
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教
育事业带来一些改变。

于是，郑观喜筹划着通过假期
组织美国学生来支教的方式，让村里人感觉在康里上学
也不错，吸引在外的学生回来上课。一回到美国，郑观
喜就与朋友计划筹备，得到众好友的支持。

“听到这个建议后，觉得很契合孩子的需要，既能培
养孩子从小愿意帮助别人的意识，不管能力大小，也可
以让他体验到别样的东西，甚至是成就感。”带着孩子来
参加夏令营的美籍华人朱梅称，孩子很愿意来支教，这
也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康里村的孩子获得了英语学习机会，海外华裔青少
年也是收获满满。美籍华裔少年郑紫桐称，不仅收获了
给小朋友授课的经验，也得到了他们的友谊，感受了中
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独特魅力。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再来。”郑紫桐笃定地说。
“夏令营活动时间虽短，但希望能让家乡的学生对外

界有所了解和帮助，同时也向我们在国外的下一代传播
热爱家乡、热爱祖籍国的观念。”郑观喜说，今后将继续
组织，并进一步扩展到全县。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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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天津“侨洽会”将启第八届天津“侨洽会”将启
据天津日报 从 8 月 16 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天津华侨华人
创业发展洽谈会，将于 8月 26日至 29日在天津梅
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此次“侨洽会”的主题是“创新创业、深化
合作、共享发展”，将通过机遇政策推介、论坛交
流、洽谈对接、项目路演、侨商名品展销、文化
交流、政策咨询和参观考察等活动，深化海外华
侨华人与天津的交流合作，重点引进创新创业人
才和项目，搭建涉侨经贸合作平台，拓展海外侨
商与本市经贸往来，助推本市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