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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浙江省侨联组织的“亲情中华 2016浙
江美食走进纽约品鉴会”在美国纽约举行，让浙江
美食与纽约的各界人士来一次亲密接触，让美国民
众品味舌尖上的魅力，感受到活色生香的中国。

来自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及纽约市相关政府部
门的官员、纽约地区中餐界及纽约烹饪学校代表、
纽约地区主要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及对华友好知
名外籍人士、美国本土美食评论家、美食社交网站、
美食协会等相关人员近200多人参加品鉴会。

品鉴会上，G20 专用厨艺大师团队及 G20 各
国首脑的菜品成为活动的亮点。一道道做工考
究、形色精美、醇香浓郁的菜肴相继上桌，嘉宾
们细细品鉴、赞声不绝，许多本地美食家还进行
了现场点评。全场评选出一道“我最喜爱的浙江
菜”和“专家最值得推荐的浙菜”。美国华人餐饮
业协会给两位厨师颁发了“浙江美食国际文化交
流大使”证书；浙江侨界中餐业交流合作促进会
还与美国中餐培训基地签署了中餐人才培养战略
合作协议，为下一步双方的人才互输、文化交
流、业务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食在中国，味在浙江”。浙菜是中国八大菜系
之一，起源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改革开放以
来，一大批浙江籍侨胞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凭借精
湛的厨艺绝活，展示了“味道浙菜”的独特魅力，打
拼出了一片新天地，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也有效地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特别是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各国人民
充分展示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
同。富有特色的浙江美食，作为浙江文化的一张名
片，也让各国嘉宾留下美好、深刻、难忘的印象。

据悉，2016 浙江美食走进纽约品鉴会，是以
G20杭州峰会各国首脑的主打菜为特色，由G20国
家元首晚宴设计者、西子国宾馆行政总厨朱启金和
新新饭店行政总厨陈建俊两位大师领衔，代表了当
今浙菜特别是杭帮菜烹饪的最高水平。这次品鉴
活动“以食为媒，以食为桥”，通过技艺表演、视频介
绍、现场品鉴等形式，全面展示浙菜的博大精深和
独特魅力，让美国民众和浙江的美食来一次“零距
离接触”，体验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文化。

有关人士表示，今后浙江省侨联将全力帮助、
支持侨胞自发开展的“海外万家中餐馆”行动计划，
组织更多的浙江美食团组赴海外举行不同类型的
品鉴活动，邀请更多的海外团组来中国内地培训辅
导，推进中餐走向世界，实现“中国美食，全球共
享”。通过美食文化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外经
济文化合作的“汪洋大海”。

华埠经霜渐萧条

“传奇商业登记”提案的提出不是一时兴起。在美
国，作为华埠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华埠老字号总体经
营低迷，已经成为难以否认的事实。据美国 《世界周
刊》报道，近年来全美华埠老店接连关闭，很多店面都
难逃“不过三代”的命运。

此次旧金山“传奇商业登记”提案的提出就是为了
保护旧金山的一些老店。“旧金山的房屋租金在全美房地
产市场中均价是最贵的，而华埠老店大多是小规模经
营，很难担负高昂的租金，再加上近来越来越多高科技
公司进驻旧金山华埠，将房屋的租金哄抬得更高了，很
多老店面临被迫搬迁的压力。”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
促进会第一副会长蔡文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这是
这一提案的重要背景。

事实上，这一情况不只存在于旧金山。“居高不下的
物业资金以及经济不景气是将老字号们推下悬崖的‘黑
手’。”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如是说。

地税高、租金涨、成本贵，许多经营几十年的中餐
馆逐一被迫关门，就连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纽约曼哈顿
华埠老式粤菜餐馆“新莲香”都难逃被淘汰的厄运，于

几个月前宣布停业，令不少同行慨叹生意难做。
离开的不仅是老店。如今，留在华埠的年轻华裔也

越来越少，而继续经营华埠老店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
“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离开华埠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新移民刚来到美国，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惯等各种困难，
开餐馆、开店铺成为他们主要的选择，但他们一定不希望
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长期关注美国华裔移
民社区的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邝治中这样认为。

现居住在耶鲁的美国华人徐德清则指出：“不同于传
统的老移民，这些新移民文化程度更高，生活方式更加
现代，因而对主流社会的融入度很高，自然没有兴趣继
续经营华埠老店。”

良药虽好难治根

“传奇商业登记”提案正是为了保护创业 30 年以上
的传统商业不被淘汰。据悉，店铺若想成为“传奇商
业”，需要向旧金山市历史文化局提出申请，并获得小商
业委员会的认可。获颁“传奇商业”的店铺每年可得到
当地政府拨款赞助，按员工人数计算，一名员工拨 500
美元，最多 100 名员工。而向“传奇商业”出租店铺的
业主，须提供10年或以上的租约。

“每人 500 美元的拨款对于小业主来说并不是小数
目。”蔡文耀指出，“10年以上
的租约规定则大大地缓解了业
主遭遇加租和搬迁的压力。”

“政府拨款补贴和确保较长
租约可以大大地鼓励华埠老店
经营者继续做下去。”居住在加
州圣地亚哥的美国华人联合会
副会长廖中强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也认为，对于华埠老店经营者
来说，这一提案无疑是一个喜
讯。“登记成功的华埠老店会成
为政府的重点推介对象，进而成
为城市旅游的一个标志和亮
点。这让我想起位于西雅图的
第一家‘星巴克’。起初，这个店
并不起眼，但地处渔人码头，因
而招来很多游客参观。渐渐的，

‘星巴克’的声望越来越大，店铺
也遍地开花。其实，有些华埠老
店也可以借助品牌优势发展壮
大。”廖中强说。

对于旧金山这座城市来

说，这一提案同样意味可喜的商机。“不论是在纽约、旧金
山还是洛杉矶，华埠老店都是亮点。”廖中强指出，“它们的
存亡关乎当地城市旅游经济的兴衰，因而当地政府希望保
存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华埠老街和老店，吸引更多驻足观
赏的游客。”

徐德清认为：“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几十年
历史的东西对于美国人来说弥足珍贵。美国号称是种族

‘大熔炉’，华裔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埠老
店作为华裔的特色文化符号，也是美国文化不可分离的
一部分。”

解题还需新思路

毋庸置疑，这一提案对华埠老店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
作用。但不少华人认为，不能因此就对华埠的未来过于乐
观。庄佩源认为，提案“不会起到根本性改变作用”，甚至
他指出，“华埠老店如今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不改革创新，
就没有出路。”

廖中强也对华埠老店的发展忧心忡忡，他说：“如果
华埠老店没了，中餐馆没了，东方特色的建筑没了，那
唐人街还和美国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华埠老店不能消失，保护华埠老店则需要更多的新
思路、新药方。

蔡文耀认为，当前旧金山华埠老店业主大多受教育
程度不高，欠缺经营管理知识，为此，华埠的社团或者
华商总会等组织可以为华埠老店业主出谋划策，帮助他
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外，当地政府机构可以进一步
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例如零利息的贷款等优惠措施，
来帮助华埠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大盈利。

除了“传奇商业登记”提案之外，在此之前，一些
城市的唐人街也曾自发成立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对华
埠老店的结构、装修、治安、卫生等做了很多改善工作。

谈及华埠老店未来的发展，徐德清用 4 个字概括：
“老干新枝”。在他看来，华埠老店在保持老风格的同时
还要探索新味道。

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舟将希望寄托
在下一代身上。“年轻的一代进来，用一种新的方法，找
到一个新的市场定位，就会有新的市场。”如他所说，新
一代年轻华裔正以自己的行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华埠。

近日，新任总裁邝瑛瑛带领老字号“珠江百货”重
返纽约华社。“过去，珠江百货给顾客带来很好的体验，
现在我们尝试与亚裔设计师和企业家合作，把珠江百货
的独特零售体验转换到电子商务的平台上，以便能让更
多人接触珠江百货。”对于未来，邝瑛瑛充满希望。

大图为纽约华埠唐人街街景。 资料图片

旧金山“传奇商业”再添新成员

站直了别趴下华埠老店
严 瑜 周丹丹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旧金山“金门饼食”、“永
兴饼家”和“华声乐器”这三家华埠老店在当地小商
业委员会上获得确认，成功入选“传奇商业”。

2015年初，旧金山第九区的市议员甘大为起
草了这份推动保留历史性小商业的“传奇商业登
记”提案。在2015年11月选举中，该提案获过半
选民投票通过，并于今年年初生效。据悉，近一年
来，已有 15 个商业单位提出申请。对于正处于

“病榻”中的华埠老店来说，这一提案是一剂“良
药”，更是一个提醒，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华埠老
店以及整个华埠的未来。

侨 界 关 注

图为入选“传奇商业”的旧金山“金门饼食”老店。 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近日，“2016海外博士和青年侨商走进安徽（合肥）侨梦苑”活动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共吸引近200名
海外博士、青年侨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及港商等参加。活动旨在以安徽“侨梦苑”为载体，为海外华
侨华人量身打造项目对接、签约落地等全链条特色服务，促进海外侨界高科技人士的项目、技术、资金落户

“侨梦苑”。图为海外博士和青年侨商走进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与机器人“佳佳”面对面交流。
中新社记者 韩苏原摄

海外侨商走进安徽海外侨商走进安徽““侨梦苑侨梦苑””

侨 情 乡 讯

福建引侨资侨智参与精准扶贫
中新社南平电（闫旭） 福建省侨办广泛发动海外社团、

侨商参与精准扶贫，筹资 170万元在南平市 5个扶贫开发重
点县开展助学扶贫，每个县选取10户因学致贫的贫困户，连
续4年每户每年资助1万元。

13日，福建省侨办主办的南平市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内外架桥暨精准扶贫对接会在松溪县举办，海外社团代
表、侨商向松溪、政和、浦城、光泽、顺畅5个县的受捐大
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除助学精准扶贫之外，福建省侨办还在征询海外侨商
投资意愿、了解各扶贫开发重点县招商需求的基础上，邀
请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位海外侨商参加南平市省级
扶贫开发重点县项目对接和实地考察。

20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山东寻根
中新社济南电（记者李欣）近日，200位来自澳大利亚、新

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5国的海外华裔青少
年在山东济南开启为期14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山东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孙西忠在开营仪式上表
示，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源泉动力，是人类交往的桥梁。海
外华文教育是希望工程、留根工程，华裔青少年是海外华
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文化之旅”夏 （冬） 令营由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此次
冬令营将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汉字、中国文化、民
俗、篆刻、面塑、剪纸、武术、国画等课程，并游学曲阜
三孔、蓬莱阁、牟氏庄园、张裕葡萄酒文化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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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敏 陈俊贤

从流传千年的针灸、推拿，到
使用英文品牌打响西方市场的保
利中医药业，海外华人助推中医
药国际化的步伐一刻都未停止。
无论是身体力行，举办讲座，推广
中医药文化，还是推动中医药企
业转型，开拓海外市场，世界各国
华侨华人都在共同努力，让中医
药更有“国际范儿”。

卢林 1990 年就来到美国得
克萨斯州，开设诊所，担任中医
针灸师。多年来，在为当地患者
治病的同时，他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为针灸师、中医爱好者及华
人社团举办针灸与医学讲座，还
在当地多家报刊撰文介绍中华
医学，甚至走进美国的广播电
台、电视台，畅谈中华医学的博
大精深。正是因为卢林对于中
医药的宣传推广，越来越多当地
的美国人甚至南美洲人、东南亚
人前来向卢林求医。

像卢林这样的华人医师在
海外还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
的是，华人创办的中医药企业还
结合最新营销理念——数码营
销，来拓展海外市场。

31 岁的胡鼎仁作为新加坡中医药家族企业保
利药业的第三代接班人，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最终
实现了企业的成功转型。5年前，当胡鼎仁加入时，
保利药业依然处于传统运营模式。他在加入之后
便开始着手聘请年轻人，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积
极推行数码营销。他提倡采用现代包装，用英文推
出新品牌，使得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最终成功
转型，进军海外市场，在国外打响了本土品牌。

在助推中医药企业转型的同时，海外华人也
没有忽视各个地区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和整治。

美国发龙药业董事长曾立品表示，“美国中医
药行业呈现小、散、弱、乱的局面，没有一个龙头企
业来带动。我们愿意搭建一个平台，共同推进中医
药在美国发展壮大。”他提出，先做一个公共服务平
台，开设中药配剂中心。医生开完处方后直接通过
网络传给配剂中心，然后病人就近到取药点取药。
这样一来，医生的负担降低了，诊所的诊疗效率提
升了，药品质量更有保证，患者也得到了方便。

在各国华侨华人的努力之下，如今中医药已
成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在海外拥
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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