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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聚一堂 欢庆新年

在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能够跟亲朋
好友齐聚一堂是许多海外华人共同的心
愿。而世界各地驻外使领馆作为华侨华
人在海外的“娘家”，扮演着节日活动

“主办方”的重要角色。
据当地媒体报道，元旦前夕，旅居

捷克的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及留学生代
表等 300 余人齐聚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举
办的2017年华侨华人迎新年联欢会，共
度佳节。联欢会现场气氛热烈，捷克传
统民歌与中国舞蹈、舞狮表演更是将活
动推向了高潮。一片片欢声笑语，一张
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处处都呈现出节日
的喜庆。

几乎同时，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也
组织开展了2017“欢乐春节”活动，并
且现场节目亮点频频。据当地媒体报
道，2017“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覆盖葡
萄牙多个地区，比如里斯本市、波尔图
市、波尔蒂芒市等。为提升活动档次，
主办方还邀请了浙江婺剧团和宁夏手工
艺小组来葡进行文艺表演和手工艺展
示。此外，许多舞蹈团也受邀参加此次
活动。武术、戏剧、变脸、手工艺等富
含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在葡萄牙的
舞台上获得掌声无数。

此外，各地侨团和华侨华人民间组
织也热情十足，异彩纷呈的节目无不表
达着海外华侨华人对新年的祝福。据当
地媒体报道，除了举办系列画展迎接新
年的到来，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还联合
乌克兰中国商会、乌克兰中国合作中心
共同在首都基辅乌工商会展览中心举办
了“2017 新年庆典活动”。歌曲演唱、
古筝弹奏、诗歌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为
在场华侨华人献上了一场味道纯正的中
国风视听盛宴，武术学校与东方语言学
校的乌克兰孩子们也带来精彩的功夫表
演、中国民族歌舞等节目，现场气氛一
浪高过一浪。

新旧融合 别出心裁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每逢
佳节，海外华侨华人除了积极参与到当
地的庆祝活动中，还将中国的传统表达
方式带到异国他乡，增添了浓浓的乡
味。

新加坡华人的庆祝方式就是将传统
融于现代的代表，在庆祝新年时他们不
仅注重保留传统特色，而且还会为年轻
人“张罗”许多活动。“在新加坡你会
看到两种独特的风景，一方面年长的华

人会以家庭为单位遵照传统方式来庆
贺，其中最具传统特色的就是捞鱼生。
捞鱼生是南洋一带的风俗，尤其流行于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各色食材寓意
着吉祥兴旺，有着风生水起、越捞越旺
的好兆头。”生活在新加坡的徐俊在接
受采访时称，“另一方面，会有很多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据新加坡当地
媒体报道，为了庆祝新年，从 12 月 26
日起新加坡就开始了规模庞大的“烟花
汇演”活动，吸引了无数华人的眼球。
跨年当晚更是增演一场。绚烂的焰火预
示着海外华人对新年的祝福和对美好生
活的祈盼。

大洋彼岸的美国华人也以别出心裁
的方式欢庆新年，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除了街道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鞭
炮、锣鼓、舞狮都是必不可少了。今
年，美国当地华人庆祝方式又有了新的

“花样”。据美国媒体报道，第 128 届美
国玫瑰花车游行于当地时间 1 月 2 日在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举行。此次花
车主题是“孙悟空：成功之路”。据
悉，花车由愈 3 万朵玫瑰、兰花、红掌
以及蝴蝶兰等鲜花组成，水帘洞瀑布旁
也精心装饰着蟠桃。孙悟空身着由康乃
馨、菊花、剑兰花瓣和金橘组成的“花
果华服”，手持金箍棒在水帘洞前一跃
而起，气势磅礴。此次 《西游记》 主题
的花车游行更是吸引了许多华人参与其
中，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其
实，纽约的街头早早的就挂起了灯笼和
彩灯。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为新
年做足了预热。在唐人街，独具中国特
色的饰物更是随处可见。”美籍华人徐
德清博士接受采访时称。

相比于其他地区，印度尼西亚华人
的庆祝方式则更显宗教特色，“由于印
尼当地的华人大多有宗教信仰，因此每
到新年，印尼华人大多会去教堂做礼拜
或者在佛堂祈福等等。”居住在印尼当
地的徐山接受采访时称，他们也会和当
地人一起“到首都雅加达进行跨年”。
此外，俄罗斯也同样洋溢着热情的节日
气氛。“俄罗斯街头的店铺早就开始摆
上了鸡年生肖的饰品，而且，许多商场
也开始打折促销。”据生活在那里的武
金凤介绍，“当地华人除了参与到俄罗
斯民族的歌舞活动外，中国菜和贺卡更
受欢迎。”

回首过往 寄托愿景

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华人而言是不
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华人经历了环
境的动荡、权益的伤害、命运的抗争，

深深体会到发展壮大的祖籍国是海外华
侨华人的坚实后盾。这一年也见证了华
人政治觉醒的能量以及争取合法权益的
努力。展望2017年，华侨华人心里满怀
憧憬和期待。

对于美国华侨华人来说，2016年可
以说是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从“挺
梁”大游行，到费城持枪游行，再到参
与总统助选，他们用游行、投票等方式
发出了渴望社会公正和政治权利的呐
喊，一改往日的“哑裔”形象。

尤其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很多从
未投过票的华人成为新注册选民，让美
国的政客们看到了一股新兴力量。“我
认为这是 2016 年最大的成就。在过去
的这一年，我们华人一改往日‘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群体形象，在争取权益

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挺梁游行发起
人之一、凝聚总群群主吴一平说。然
而，目前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仍存在
一定程度的误解。“接下来一年可能会
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但我相信总体
趋势一定是乐观的。2017年，作为海外
华人的一分子，我希望继续为促进两国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添砖加瓦。”徐德清
说道。

展望2017年，多数华侨华人心里更
多是较为朴素的愿望。“最大的心愿还
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徐俊说道。的
确，对于身处异国的华侨华人来说，没
有什么比家人健康更重要。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无论身在何处，惟愿世界各
地的中华儿女都平安喜乐，共同创造美
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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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草萋萋，人间处处新。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017年如约而至。闪烁的霓虹、高挂的灯笼、绚烂的烟花

都寄托着人们对于新年最美好的期待，整个华夏大地都被

节日的喜庆气氛紧紧包裹。而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也刮起

了一股“新年风”，纷纷参与或举办异彩纷呈的欢庆活动。

侨 界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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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平平淡淡的日子因
为一个个节日变得起伏跌宕起来，人的心情也会不
由自主地随之多了些波澜。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在这样的日子里，总忍不住
回首过去的一年，回味一下那些曾经的瞬间。这样的
梳理会让一团团模糊不清的记忆变得清新疏朗，也更
容易重温自己的初心，增添继续前进的动力。

如今，有 6000 多万华侨华人工作生活在世界各
地。在当今这个年代，因为资讯传播的迅捷、交通
往来的便利，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正变得
越发紧密。

在过去的一年，海内外的沟通变得越发频繁。

国家领导人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出访，都能切身感受
到当地华侨华人的热情。他们的每次出访，不仅带
去了祖国亲人的问候，更是带去了发展机会。每一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每一张灿烂的笑脸，在异国他
乡的土地上酿成了一杯杯浓浓的亲情之酒。

在过去的一年，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踏上
了中国的土地。各地蓬勃发展的各种园区里最常见
到的就是在海外学有所成，或是积累了一定经验，
或是怀揣自己的专利回国创业的华人面孔。祖籍
国，对这些曾经的海外游子而言，已经不仅仅是血
脉之所系，更重要的是，已经变成了他们能够尽情
挥洒热情的创业沃土。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发活跃，

海外游子的腰杆也挺得更直。经过了多少年的沉淀
之后，2016 年，海外华侨华人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形象
站上历史舞台。曾经，“闷声发大财”“忍气吞声”“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等成为海外华侨华人身上撕不掉的标
签。如今，各国政坛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黄色面孔。
而且，遇到不公平之事，他们开始挺身而出，据理力
争，正大光明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过去的一年，华人圈里出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
刻的面孔：美国的深夜里，华人“女侠”扣动扳机，击毙
入室劫匪，华人朋友圈中掀起拥枪自保热；南非公路
上，飙车、枪战的刺激场面中，侨领范先生击退劫匪；
澳大利亚面馆里，挥舞双刀的华人老板喝退匪徒……

这一幕幕比电影大片还精彩的故事不仅在海外流传，
更是瞬间传遍国内朋友圈，引发一波一波的热议。

在过去的一年，当然也有许多让人痛恨不齿的面
孔。比如，在澳大利亚，有人明明顶着一张黄皮肤的
脸、占着一个华裔的身份，却频频爆出出格言论，煽动
当地排外情绪，被冠以“澳大利亚女版希特勒”的恶
名。所幸，这样的面孔只是极少数。更可贵的是，一旦
发现这样的端倪，绝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都会站出
来，该谴责的谴责，该争取的争取。不让恶之花绽放。

如今，新的一年已经如期而至。回首过去，不如人
意的地方依然很多。不过，进步却是显而易见的。对于
所有人而言，无论身在何方，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从未
改变。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张 红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28日晚，柬埔寨王国暹粒巴戎寺露天舞台举行2016中国-东
盟联合文化展演。这次展演旨在纪念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柬埔寨王国旅
游大臣唐昆、中国驻柬埔寨王国临时代办檀勍生、柬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书、柬
东盟事务高官宋拉查薇及部分成员国驻柬官员出席盛典。 中新社记者 黄耀辉摄

中国-东盟文化展演在柬举行

侨 情 乡 讯

据新华社东京电“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和
“日本江苏总会”近日在位于东京江东区的九龙城饭店
联合举行辞旧迎新晚会，在东京和东京附近地区生活
工作的100多名博士出席了晚会。日本江苏总会会长李
磊、深圳市驻日本经济贸易代表事务所首席代表于智
荣、日本江西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凯利、日中协会理
事长白西绅一郎等各界人士到场祝贺。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介绍了博士协
会成员参加“第一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和
华侨华人马拉松大赛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成立 20
年来，博士协会正在不断壮大，会员已从成立之初的
49名发展到目前的596名。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迎新年

据中新社电 近日，2016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冬令营——四川营来到四川遂宁，160余名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海外
华裔青少年在遂宁卓同国际学校与当地学生一起体验
了具有“中国印记”的圣诞节。

海外华裔青少年不仅学习了包饺子、包粽子以及
包汤圆，还学习国画、毛笔字、中华武术等中国传统
文化，享受了一场地地道道的“中华文化大餐”。除此
之外，他们还与遂宁当地学生一起参加了圣诞节主题
班会，以及各类文化娱乐活动。

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到遂宁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到遂宁

本报电（徐永涛） 近日，中国双创慈善晚会暨双
创帮扶事业公益基金成立大会在深圳举行。活动由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广东
省幸福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亚粮储集团等单位主
办，由国家数字资产研究院等机构联合承办。

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国双创精神，答谢广大创
客的热情参与和辛苦付出，继续响应“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政策趋势，让中国百姓实现人人创业和创
新，拉动新经济、点燃新动能，宣传公益理念。

中国双创慈善晚会举行

图为海外华裔少年学习书法写作图为海外华裔少年学习书法写作。。
曹曹 曦曦摄摄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海派画家作品展在上海落幕

据中新社电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
上海市华侨书画院、上海海上书画院承办的“美丽中
国——第四届海派中国画家作品展”近日在上海图书
馆落幕。此次画展入选作品共计94幅，内容涵盖了山
水、花鸟、景观、人物等。

“美丽中国——海派中国画家作品展”是上海市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举办的一个文化品牌活动，迄今已
成功举办了四届。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徐力表
示，该活动是一个汇聚侨界艺术家，实现共同梦想的
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他希望，侨界艺术家们继续
丹青献艺，在给大众带来美好享受的同时，继承与复
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华侨华人 2017年1月2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