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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意大利 《信使报》 报道称，
就读于意大利罗马美院的中国留学生张
瑶在罗马移民局办理居住证延长手续过
程中，被窃贼抢走背包。随后，张瑶的
遗体被发现于一火车道旁的灌木丛中，
距离她前往的移民局仅800米。

侵害事例频发

中国女留学生张瑶的死亡消息引起
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据意大利媒体报
道，意警方声称，张瑶遭到抢劫后，去
追赶 3 名劫匪。随后她在铁轨旁打电话，
没有发现背后正有一列火车高速驶来，
遂导致意外。目前，意大利警方仍然在
搜寻出现在事发地电视监控画面上的3名
可疑男子。

对此，意大利罗马华人社团发言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华人社区感到
非常愤怒。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移
民局旁边受到袭击，实在是太荒谬了。”
法国侨报总编钱海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在临近圣诞节之际，很多华人听
到张瑶逝去的消息，感到心情沉重。

除了女留学生张瑶外，还有更多的
华人遭到了袭击。此前，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称，8月，49岁的法国华人服装设
计师张朝林在巴黎近郊欧贝赫维利耶市
路上遭到3名北非裔青年暴力打劫，头部
重伤，被紧急送医救治，昏迷 5 天后去
世。11 月，一名在德国的中国女留学生
在回宿舍的路上，被难民拖到灌木丛并
受到严重侵害。钱海芬表示，今年年初
以来，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均有华人

遇袭事件发生，整个欧洲快变成了“虎
狼窝”。

华人不仅在人身安全上遭到威胁，
财产安全被侵犯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曾
在英国生活的焦丹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她和朋友在巴黎地铁站等车时，
被窃贼以“问路”方式盗走财产。另
外，在法国生活的张阳阳告诉本报，受
巴黎恐怖袭击影响，她的朋友们在里昂
灯光节现场时，都是站在远离人群的地
方观看，以防发生意外时方便逃跑。

背后原因复杂

对于华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为何
频频被侵害的问题，众说纷纭。意大利
侨网总编王卫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现在欧洲经济走向比较低迷，赚钱
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没有收入的人可
能会萌生偷盗、抢劫的念头。

海外华人常被看作是“移动的提款
机”，他们随身携带现金和贵重物品的习
惯，让劫匪时常有“惊喜”，从而沦为劫
匪的重要目标。以欧市为圆心向四周辐
射开的巴黎东部和北部地区，已成为犯
罪分子的乐园和中国游客的梦魇，几乎
每周都有社交媒体报道的华人被偷、抢
的新闻。“国外有专门针对亚洲人的犯罪
团伙，”焦丹阳表示。

有分析认为，华人屡遭暴力袭击的
另一个原因在于，华人身处陌生的环
境，让犯罪分子在心理上认为华人即使
受了欺负也不会大声喊叫。王卫平表
示，一些华人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

往往在碰到抢劫事件时，也不愿第一时间
去报案，这些都从侧面助长了犯罪分子对
华人的嚣张气焰。

民粹主义抬头也挤压华人生存空间。
此前，法国《世界报》报道称，不太抱团、很
少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活动的华人终于被
张朝林被害事件激怒。他们被激怒的重大
原因是因为暴力指向目标具有“种族性
质”。甚至连当地市长都已公开承认这起
抢劫是具有种族色彩的暴力事件。

美国大选结束后，华人群体受到了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
拉里双方支持者的骚扰。支持希拉里的
部分抗议者把败选的怒气撒到了华人身
上，认为是华人的选票将特朗普送上了
总统宝座；支持特朗普的人则高喊着

“ 中 国 人 滚 出 美 国 ” 等 不 堪 的 侮 辱 词
语。这些都为华人在海外的处境陡增危
险。

提高防范意识

那么，华人在海外时应该如何减少
甚至避免此类问题呢？很多华人认为树
立防范意识是第一位的。

“国外的公寓和国内的公寓不太一
样，国外公寓是完全开放式的。楼道里
时不时会遇到我的邻居，有男有女，有
黑皮肤有白皮肤。万一哪天真有陌生人
按门铃，在开门的瞬间冲进来歹徒也不
是不可能。”张阳阳告诉本报。

对此，焦丹阳表示，华人在寻找住
处时要避免去治安较乱地区。华人可以
从国外当地的网站上了解当地的治安情

况，有意地去避免前往治安较差的地区。
保持联络也是重要求助途径之一。

焦丹阳习惯在手机上存上自己所在区巡
逻警察的电话号码，以便发生危机时，
可以随时求助。

另外，“巧取”击退盗贼也不失为一
种妙招。此前，据媒体报道，在美国加
州河滨县莫兰诺谷市为华人屋主装修房
屋的徐师傅说，当地的盗窃团伙太猖
獗，甚至不怕警察，专偷装修房屋内的
家具及装修工具，有时甚至一天来“光
顾”两次。出于无奈，徐师傅与其他装
修师傅商量之后决定向窃贼“服软”，在
废墙板上写了英文“驱逐信”，希望以此
退贼。徐师傅这一招还很灵，近半月
来，尚未受到窃贼的骚扰。

河滨县警局公共信息官员穆诺兹受
访时表示，屋主学会如何预防盗窃案很
重要。他说，安装监视器、自动报警系
统等都是最基本的办法，此外养狗也很
有用。“有时候家里没人，开着电视机或
收音机也能对窃贼起到吓阻作用。”

钱海芬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华人自保的最好方式是随时随地注意安
全。“更重要的是在国外要有自己的生活
圈子，让朋友随时都能了解到你的状
态。比如加入当地的侨团组织，可以互
帮互助。”钱海芬说。

“在治安良好的中国生活久了，就会
放松警惕意识，独立面对危险的生存意
识不强，”张阳阳表示，“抱团”生活更
能保证华人的安全。

图为遇害女学生张瑶的追悼现场
来源：新华网

卡城保卫唐人街行动获通过

本报电（王燕云） 一直备受争议的加拿大卡尔加里
唐人街土地重建规划申请，近日获得市议会有条件通
过。经过华人社团的不懈努力和争取，市政府对方案进
行了调整，计划把大厦建成带有亚洲或中国式特色建
筑。政府2015年底提议在中心街道以西修建一栋30层高
的大楼，高度是该区域附近建筑的近两倍，遭到当地华
人强烈反对。数十个华人社团联合发起“保卫唐人街”
行动，并举行了大规模游行 （如下图）。

多伦多华人教授协会成立

本报电（王燕云） 以多伦多大学百多位华裔教授为
主体组成的多伦多华人教授协会，日前在加拿大宣告成
立，加生命科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教授李仁科
博士担任协会首任主席。协会成立后将为华裔教授之间
相互交流合作搭建起一个平台，更好地发挥教授们的知
识和研究专长，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促进中加更深层
次的交流合作。协会将针对会员需求举办各种主题培
训，支持会员事业发展，并采用吸引捐款的形式成立奖
学金，奖励和帮助优秀的中国留学生。

加总理贺加甘肃同乡会成立

本报电（李燕） 近日，加拿大及魁北克甘肃同乡会
暨商会在蒙特利尔举行揭牌仪式。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
鲁多发来贺电，并希望甘肃同乡会暨商会加强加拿大的
甘肃人与甘肃省之间的联系，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加
拿大社会中。该会是在天庆集团董事长、加拿大魁北克
省华人服务中心主任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甘肃籍华
人社团组织。甘肃省侨务工作代表团出席了此次成立大
会，并与华人华侨知名人士进行了座谈交流。

长期以来，中国虽然在诸多国际
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国家形象
在西方媒体上却难见真实反映。“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的做法很难适应时
局。近年来，海外华人开始竞相办报
争取话语权，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

2012 年，在埃及街头的报摊上出
现了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名为

《中国周报》。这份报纸是由旅埃华人
马强创办的，也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份
由华人创办的有正式刊号并公开发行
的阿拉伯语报纸。报纸涉及中国经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全面展
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面貌。

最初埃及并没有华人报刊，当地
人对中国的全部了解多来源于西方媒
体或当地媒体，真实性难有保证。谈
及办报原因，创办人马强说：“在埃及
的中国侨胞从动荡时期的数千人增长
到两万多人，他们理应有自己的话语
权。在异国办报虽然艰难，但很值
得。”

办报之初，报社仅有3个人，除了
马强，主编和美编都是埃及人。据马
强回忆，由于报纸自我定位比较高，
对广告客户的要求也较为严格，所以
极大影响了报社的收入来源。加上互
联网的冲击，“生存条件就愈加艰难”。

“只有更多埃及侨胞积极参与，报
纸才能发出更立体的华人声音。”马强
说，“未来还将融资打造新媒体团队，
预计明年年初会建成一个大型网站，
配合视频部分，发挥全媒体报道的优
势。届时，就能更加有力地桥接中埃
文化，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

像马强一样“有坚持、有闯劲”
的还有华人方李邦琴女士。

从 1979 年起，她和丈夫一起创办
了以全美亚裔为读者对象的英文 《亚
洲周刊》，之后买下了一份四开的社区
报纸《独立报》，并将其改成一张面向
全旧金山市发行的对开大报。2000年3
月，她成功收购了美国的主流英文报

《观察家》，成为这家英文报纸的第一
位女性华人董事长。美国媒体纷纷赞扬她尊重亚裔、陈述
新闻事实的报道。

无独有偶，2005 年 5 月，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西班牙文
报纸《东方周刊》问世。当问
及为何要办外文报纸时，创
办人王绍基说：“由于中国在
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长
期隔膜，西方人对中国的了
解十分肤浅。《东方周刊》不
仅可以使西方正确认识中
国，而且可以培养华裔对祖
籍国的感情。”

其实华人在海外创办外
文媒体最初都十分困难，但
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成就了
华人声音的不断壮大。

图为：西班牙《东方周
刊》 来源：资料图片

获悉上海实施出入境政策“新 10
条”后，加拿大籍华人朱先生一连兴奋
了好几天。博士生毕业后来上海自贸区
工作的他，距离新规中针对外籍华人申
请永久居留的要求已经相去不远。

“一想到不用再为签证问题苦恼，妻
子和读小学的孩子还可一同申请永居，
工作起来更有动力”，朱先生感慨地说，
新政体现出中国对外籍华人来华工作、
创业诉求的关切，“从中感受到祖籍国对
我们的重视”。

12 月 9 日，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出入境政策的 10条新措施正式实
施。在去年10月“老12条”基础上，此
次“新 10 条”专门设立两条外籍华人

“独享”条款，一是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在“双创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
“双自”（上海自贸区与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区域内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累计居住不少于 6 个月
者可申请永久居留 （外籍配偶和未成年
子女可随同申请），二是符合一定条件的
外籍华人可凭相关证明申请来华 5 年多
次签证或5年以内居留许可。

据了解，上海此举并非首开先河。
今年3月和8月，北京、广东先后出台出
入境新规，其中既包含推动外籍人士创
新创业等举措，也分别设有外籍华人

“专属”的便利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

究所研究员曾少聪对三地的政策创新表
示赞赏。他认为，创新发展是大势所
趋，国家对创新技术和投资有强烈的引
进需求，而外籍华人是这些因素的重要
载体。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所
长林勇则认为，地方出入境政策的创
新，标志着国家在完善对外籍华人政策

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林勇表示，全球化大趋势下人员流

动愈加频繁，来华发展的外籍华人逐年
递增；他们在法律意义上虽不属于中国
公民，但在血缘、文化等方面，依然与
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改变国
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前提下，地方法规先
行先试、在出入境层面给予外籍华人一
定优待，除了满足地方引才引智的客观
需求，也能进一步增强外籍华人对祖籍
国的认同感。

研读三地新规不难发现，外籍华人
“独享”的便利举措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出台细节更加明确、条件较其他外
籍人才相对宽松的长期和永久居留申请
标准，二是开放长期多次来华签证，方
便探亲、商务、科教文卫交流及其他私
人事务。

曾少聪认为，政策重点关注上述领
域，既点燃了外籍华人来华创新创业新

一轮的热情，同时也减轻了创业者在华
期间家庭生活上的顾虑。

“人才既要引进来，更要留得住、干
得好”，曾少聪表示，新政在此方面做出
了有益尝试，为外籍华人“安居乐业”
提供更多的保障。

（据中新社电）

遇袭事件频发遇袭事件频发
华人首当华人首当““自保自保””

宦宦 佳佳 王世雅王世雅

当地时间 13日，第
二届“今日中国”系列文
化活动暨中美旅游年摄影
展在纽约皇后图书馆总馆
开幕，让纽约民众在家门
口就能将中国的经典美景
尽收眼底。图为观众在开
幕式现场欣赏摄影作品。

中新社记者
邓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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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实施出入境新规

外籍华人受惠“专属条款”
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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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永久居住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