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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科研领域新兴新闻网站
Phys.org当地时间26日发布的一项研究
表明，舒适的居住环境和远离成年子女
独自居住让美国的老年华裔移民更能找
到家的感觉，生活满意度也会更高。

乔治亚州立大学、国际长期护理董
事协会以及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发
现，为老年人制定的良好社会政策，如
医保、医疗补助，低收入住房以及社会
服务等是让老年移民在异国他乡找到归
属感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已在
《跨文化老年学杂志》上发表。
“亚裔美国老人这一少数族裔得到

的关注很少。”乔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
系的副教授妮?詹博士说，“他们的需求
常常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因为人们都认
为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并且得到了家庭
成员的关爱。”

亚裔是美国少数族裔中增长最快的
族群之一。亚裔美国人的移民率在
2010年首次超越西语裔，成为美国最
大的移民群体。这其中的许多移民都是
老年人。华裔美国人是占比最大的种
族，同时也是年龄最大的。根据美国人
口普查局的预估，到了2050年，65岁
以上的亚裔美国人数量将是2000年的3
倍。

这些老年移民来到外国生活后，会
遇到无数的挑战，比如不会说所在国的
语言，在这里没有工作经历以及只能赚
得微薄的工资。

对于美国亚裔族群的研究很有限。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针对在国外生活
的华裔老年人的情感研究。随着移民
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
在这里退休、养老，了解他们对于家
的概念以及生活满意度不仅能够揭示出
他们的生活品质，还能够为政策制定者
和社区组织提供信息，以便提供更好的
社会服务。

这项研究的老年参与者大部分来自
中国大陆。整体看来，参与者认为自己
在美国的归属感较高：92%的人都对他
们的住所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表示赞
同或强烈赞同，89%的人表示“我住的
地方给我一种家的感觉”。81%的人对
自己的生活表示满意。

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跟着子女来到
美国，在这里帮忙带孙子孙女。超过一
半的老年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和成年子
女分开住，他们提到了“不同的习惯、
时间安排以及生活方式，并且不希望妨
碍到子女”。

（来源：中国新闻网）

14国侨团骨干东莞研习

据中新社电 海外侨团中青年骨干研习班
日前在广东东莞举行开班仪式。来自马来西
亚、美国、英国、巴西、柬埔寨、澳大利亚等
14个国家29个海外侨团的38名侨团中青年骨干
展开为期5天的研习课程。

据东莞外事侨务局官员介绍，今年的研习
班以课堂学习、素质拓展和参观考察相结合、互
相穿插的形式展开，并将设置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环节，以保证学习内容的丰富性、趣味性。

“送温暖远程医疗站”启动

据中新社电 “侨爱工程——送温暖远程
医疗站”日前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
稻城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若尔盖
县，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等5个县人民医院同
时启动。

截至目前，四川省各级外事侨务办已累计
接受华侨华人、侨团组织、港澳同胞、归侨侨
眷及侨资侨属企业捐赠项目1303个，捐赠金额
10.8亿元人民币。

“梁思成杯”设计大赛颁奖

本报电 10月26日，首届“梁思成杯”全球
侨乡建筑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人文中国建筑沙
龙在广州举行，活动表彰了从大赛中脱颖而出
的47件优秀作品，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建筑
事务所的建筑设计师等近170人出席活动。

获得本次大赛金奖作品的，是以“我心中
的侨乡文化建筑”为主题的《风土对话——碉
楼村落中的乡村文化中心》。该作品由香港大学
孙小暖、孙小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at-
thew Bunza等5人组成的团队设计而成。

据介绍，此次大赛旨在秉承梁思成先生伟
大的家国情怀与士者精神，挖掘、传承优秀的
建筑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建筑
艺术的融会贯通，打造更多具有人文特性的中
国百年经典建筑。 （钟敏仪）

日前，西班牙十大富豪之一、超市集
团巨头劳伊格公开阐述他不去当地华人商
店购物的八大理由，引发了公众热议。除
了劳伊格列举的当地华商“八宗罪”，西
班牙主流媒体更曾以“中国黑社会”等耸
人听闻的噱头对华人整体形象进行大肆破
坏和诋毁。

为何屡遭排挤

无独有偶，不久前，哥伦比亚首都波
哥大出现了针对华商的抗议活动，一些本
地商贩动手打砸华人店铺，并威胁“将华
商赶出哥伦比亚”。之后，当地执法部门
根据举报，以涉嫌走私等名义查抄了部分
店铺，并以涉嫌非法居留为由抓扣了14
名华侨。

长期以来，有关华人在海外经商受排
挤、遭打压的事件屡见不鲜。为什么“受
伤”的总是华商？

社科院欧洲问题专家赵俊杰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吃苦耐劳、头脑
精明的中国商人常常是全世界各国生意场
上的常胜将军。正所谓“树大招风”“毁
生于嫉”，中国商人的成功引发了当地竞
争者的不满甚至敌视，打击报复也随之而
来。另一方面，个别华商缺乏法律意识，
违法经营，使整个华商群体蒙难。除此之
外，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使得
华人群体真正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遇阻，
这便使得海外华商长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
社会的认可。

的确，融入难成了全球华商所面临的
共同问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在罗马的
中国商店只认同中国的单一文化，与当地

文化无法进行融合。
美籍华人、微总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德清表示，“在美国，除了大的
国企和在硅谷有一部分华人企业进入主流
社会以外，海外华商基本上没有进入主流
社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小打小闹，由于
文化语言方面的约束，华商群体跟主流社
会的沟通不多。”华人不愿意和其他种族
的人交流，难免会给当地人留下了“不可
捉摸”和“令人不安”的印象。

初现向好迹象

近日，在西班牙诸多媒体上出现了讲
述华人商家遵纪守法、勤劳苦干、积极融入
当地生活、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便利等报
道。是什么使一贯以“黑”华商为乐的西班
牙主流媒体调转笔锋，转而认可当地华商？

常年为中国商店做账的西班牙会计何
塞菲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华人在当
地经商的观念与过去大不相同，她亲眼看
到这个改变的过程。“20多年前，华人商
店确实存在劳伊格所说的情况，经过多年
的努力，大部分华人的经营理念和当地人
已相差无几。”何塞菲娜说，“此外，遍及
整个西班牙的华人商铺为当地民众生活提
供了方便，现在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逐渐
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人移民西班牙只有短短的30多
年时间，在此期间，西班牙华社为积极主
动地融入当地社会做出了很多积极努力。
像其他西班牙企业主一样，规范经营着自
己的生意，为西班牙人提供了众多的就业
机会。随着华人在西班牙的重要地位日益
凸显，当地政府也开始引导民众正确认识

华人形象，为曾经被污化的华人群体正名。
此前，为让广大西班牙民众正确了解

旅西华人、了解中国商人，马德里大区移
民局曾耗时半年拍摄完成了纪录片《马德
里新一代华人企业家》。据大区移民局局
长高扎罗?奥提兹介绍，该片记录了一批
各行各业的中国年轻创业者，影片除了介
绍他们的工作外，还描述了他们聘请西班
牙员工和融入西班牙社会的情况。在该片
中，西班牙税务局局长明确表示，中国移
民是西班牙市民的榜样，他们是所有移民
里缴税最多的群体。西班牙国家警察局局
长也明确指出，在西班牙的移民族群中，
华人群体是犯罪率最低的移民群体。

徐德清说，“最近，海外华商在美国
当地的印象也有好转，现在开始有一批有
知识有文化的华人创业，与当地主流社会
的沟通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华商参与到
公益事业中来，回馈当地社会，提高自身
的形象。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
发展分不开的。”

未来道阻且长

当今西方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法律规
定各族裔平等，华人的功绩不断得到肯
定，但这不等于歧视已经远离。特别是文
化因素的分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在
未来很长时间内，华商在外遭受不公平待
遇恐怕会是不时发作的阵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华商在海外的发

展历程充满了挫折和挑战。对于全球华商
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大家应积极地采取措
施来应对。
“海外华商应当主动地跟所在国家的

主流社会增进交流，去宣传自身的优势，
去适应人家的规则。”在徐德清看来，融
入主流社会，才能争取更多支持，对事业
发展才会更加有利，华商在谋取利益的同
时，也要回报当地社会。
“华商群体应该学会和国际社会打交

道的方式。”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总领事
高有桢曾提醒海外华商，要遵纪守法，诚
信经营。“身正不怕影子斜，钱要来的踏
实，就不怕‘红眼病’。”

赵俊杰也说，“华商是放弃小聪明，
获取大智慧的时候了！”他认为，华商在
提升自身素质、了解当地商业环境和遵守
法纪诚信经营的同时，还要团结合力，积
极发声，多组建商会、社团，遇到问题主
动维权。他认为，华商们只有摒弃“自顾
自发财的小聪明”，才能突破瓶颈，向
“大国智慧求健康发展”转型。

旅居德国几十年、对欧洲华商生存环
境有着深入了解的德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
席何马招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发展，华
商都要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在发展自身的
同时，要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要有主
人翁意识。主动对当地社会做出贡献，比
如，一方面可以积极缴纳税金；另外要雇
佣当地工人，促进就业。他说，“在海
外，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侨 情 乡 讯
侨 界 关 注

南侨机工 从烽火硝烟中走来
付 强

“研究南侨机工，既是还原历史、填补国
内现有文献在某些方面的空白，也是希望让
南侨机工精神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同。”云南
师范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夏
玉清博士，近日接受了媒体专访。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及汽车修
理技工回国服务团的简称。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后，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3000余
名华侨从南洋返回祖籍国参与抗日救亡，在
滇缅公路冒着枪林弹雨往来运输援华物资。

今年3月，夏玉清所著《南洋华侨机工研
究（1939-1946）》一书出版，在海内外侨界
引发热烈讨论。谈及此书，夏玉清表示，“作
为一名学者，有义务让南侨机工精神在当今
社会得到更好传承、发挥更大的现实意义”。

在历时5年的创作过程中，夏玉清多次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搜集资料、寻访南侨机
工后人。“南侨机工的事迹，绝不仅是停留在纸
面的文献，而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人共同的
历史记忆，是增进各国华人交流的连心桥”。

2012年，夏玉清受新加坡南侨机工历史
研究会邀请，赴新主持学术报告。
“几个小时里，300多名来自新、马各地

的华人坐在台下，没有一人起身走动，唯恐
错过任何有关父辈的信息”，夏玉清回忆当时
的情景说，“听到动情之处，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泪流满面，身旁素不相识的人轻抚着他
的背、柔声安慰，那场景令我记忆犹新”。

近几年，夏玉清多次参与南侨机工眷属
组织的联谊活动。“从古稀老人到意气风发的
青年，定居各国的南侨机工后代因追寻父
辈、祖辈的足迹相识相知，促进海外华人民
间交流不断扩大”，夏玉清说。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牺牲在
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达1000余人。幸存者部
分南返，部分因各种原因滞留云南、广东等
地，有的终此一生再未与家人团聚。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

嚣的战场，南侨机工却毅然选择后者，这源
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夏玉清曾
多次拜访云南省唯一健在的南侨机工罗开
湖，每每聊起奔赴战场的经历，老人总是摆
摆手“这没什么好说的啦，作为华夏儿女应
该的”。

步入21世纪，南侨机工逐渐凋零，海内
外在世者如今已不足双掌之数。
“斯人渐远，其神益彰”，夏玉清认为，

南侨机工高度的民族认同感，正是当代人、
尤其是一部分海外华人所欠缺的，应当大力
宣传。

据夏玉清介绍，包括新加坡、泰国在内
的某些东南亚国家偏重西式教育，当地部分
华人青年淡化甚至抛弃中华文化，不承认自
己华夏儿女的身份。
“让青年一代了解南侨机工的历史，感悟

祖辈‘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付出，有助

于唤醒他们缺失的民族认同感”，夏玉清说。
“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逾4000万华侨华

人，东南亚地区更是占据其中七成以上。国
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曾多次指出，华侨华人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夏玉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之
一是“衔接”，即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等
衔接，而南侨机工正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78年前，南侨机工驶上滇缅公路，为民
族救亡抛洒热血；78年后，秉承南侨机工的
共同历史渊源，一大批东南亚华侨华人再次
响应祖（籍）国号召，踊跃投身‘一带一
路’建设。”夏玉清表示，“这种超越国界的
民族情感从未停止，未来还将孕育出更加丰
硕的成果”。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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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裔老人
更爱独居

主动适应求发展 积极融入拓形象

嬗变中的海外华商形象
孙少锋 姬文丰

英国华人纪念孙中山
“英国华侨华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图片书画展”近

日在伦敦开幕。展览全方位呈现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与革命事迹，

并展出英国华侨华人创作的书画作品近百幅。

上图：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沈蓓莉和英国华侨华人社团侨

领一起为展览剪彩。

右图：书画展现场。 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