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在2月举行的纽约时装周上，动感的音乐拉开舞台
的帷幕。模特们有的身披飘逸唯美的雪纺纱，有的身
着剪裁合身的套装，多套黑色缎面晚礼服更是让人惊
艳。

再次将“条纹风”带到国际顶级时尚舞台的是一
位祖籍安徽的华裔设计师——胡媛媛。这位在美国创
业的“80后”姑娘认为，新时代女性形象是“像男人
一样工作、独立，而且性感”。而胡媛媛本人的经历，
正是诠释这一形象的最好范例。

【从华尔街走进时装界】

先是留学德国学习金融，学成后到美国华尔街工
作，再到毅然辞职攻读全美最有名的设计学院——帕
森斯学院，胡媛媛在“三级跳”中实现华丽转身。

2013 年，她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薇薇安·胡”
（Vivienne Hu），风格上既有东方的婉约细致，又有美
国大都市的简单利落。店铺开在了纽约下城时尚人士
聚集的SOHO区，在大牌云集的纽约时装界自立山门。

在2月的纽约时装周上，胡媛媛推出了当季秋冬新
装，吸引不少时尚观察者驻足。飘逸唯美的雪纺纱搭
配条纹展现秋装的清新亮丽，剪裁合身的套装搭配条
纹则彰显高雅气质。压轴的多套黑色缎面晚礼服更是
让人惊艳，裙摆摇曳展现柔情似水的女人味，不规则
却利落的剪裁尽显女人优雅迷人的性感风采。

据她介绍，“条纹风”的设计灵感来自曼哈顿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纽约人生活节奏快，穿衣崇尚简单
明快，黑白灰搭配是主流，同时又非常注重走性感路

线，女性乐意展示自己的妩媚曲线。”
这场秀在结束后得到不错评价，许多时尚媒体纷

纷对其进行了报道。

【光鲜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

充满鲜花与掌声的光鲜背后，是胡媛媛没被外界
所看到的努力。在花旗银行工作3年之后，她毅然决定
辞职去攻读全美最有名的设计学院——帕森斯学院。

“不太入流”的专业背景、昂贵的学费以及苛刻的学科
要求，对胡媛媛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学业压力很大，学生基本是在高压状况下迅速熟
悉起服装设计和制作。”胡媛媛告诉记者。虽然日子艰
苦，但从帕森斯毕业的设计师却很受业界欢迎。毕业
后，胡媛媛先后进入两家美国顶级时尚品牌任设计助
理。“这段经历大大提高了我对时装业的了解，也让我
学会了确立自己的设计理念。”胡媛媛说，“衣服不仅
用于穿着，更应是女性获得自信和能量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名女性设计师，胡媛媛把自己的时尚观融
入了服装。这位大家眼中“女强人”的设计硬朗中不
乏柔情，线条明朗、颜色搭配大方、剪裁干练，吸引
了众多粉丝，其中不乏好莱坞大牌女星。

【中国设计师崛起的最好时期】

当被问起是否会回中国发展的时候，胡媛媛一下
就给出肯定的答案：“当然啦，中国是我的故乡嘛。”

对于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她也十分看好：“中国
时尚行业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论政府推动还

是民间热情，都对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极其有利。”
眼下，胡媛媛正在筹备建立个人的上海旗舰店。

此外，她和她的团队每年都会多次回中国出差，参加
各种沟通活动以及商业洽谈。

“中国时装设计方兴未艾，目前是中国设计师在国
际时装界崭露头角的最好时代。”胡媛媛说，“中国与
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的对接越来越紧密，互联网技术
又大大降低了时装交流、展示、推广的门槛和成本。
这为新一代设计师挑战权威、颠覆前人，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和条件。”

（据新华社电）

“不变初心再现公言”，这是秘鲁
华文报纸 《公言报》 复刊词的醒目标
题。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新老
华侨的期盼与厚望，这份拥有百余年
历史的报纸在停刊 9年后于 3月 8日再
次与秘鲁华侨华人见面。

秘鲁 《公言报》 是中南美洲最早
的一份中文报纸。1910年3月7日由利
马几个商社创办，创刊初期名为 《兴
华报》，后几易其名，最终于1928年改
为《公言报》。

时光流逝，从创刊至 21 世纪初，
《公言报》在记录旅秘华人社会历史的
同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声援
孙中山先生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
运动，支援祖 （籍） 国人民抗日，宣
传新中国，积极报道中秘友好交往和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从记载历史到被载入史册，《公言
报》 也承载着许多秘鲁华侨华人难以
忘怀的回忆。今年 90 岁高龄的何莲香
曾经在 《公言报》 耕耘了 25 载，讲起
当年办报的经历，她如数家珍，向记
者娓娓道来。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秘鲁消息闭
塞，当地侨胞对大洋彼岸新中国的时
局变化了解甚少，生长在秘鲁华裔家
庭的何莲香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十分
关注新中国的建设，也特别希望将中
国的真实消息传递给侨胞。1954 年，
何莲香毅然接手《公言报》。尽管当时
中文水平有限，何莲香仍边学习边工
作，而且一干就是 25 年。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作为 《公言报》 主编，何莲
香曾多次随华侨代表团回国参观访
问，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讲完自己的故事，何莲香起身从
办公桌上拿来一张白纸和一支笔，写

下一连串的人名：古容、刘剑虹、张耀明、戴宗汉、罗振
中……她告诉记者，为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生存与发展，秘
鲁侨界许多志士仁人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数十年风雨流变，《公言报》 曾两度遭遇停刊。季晓
东，1975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年为了 《公言报》 来到秘鲁，担负起报纸的全部采编
工作，让已停刊4年的报纸复刊。21世纪初，《公言报》因
所属社团财产纠纷再次被迫停刊。

光阴荏苒，季晓东已成为秘鲁侨界成功的企业家。但
他始终难以忘记《公言报》，让这份百年老报再现生命力是
他最大的愿望。为此，季晓东一直在努力着。在 《环球时
报》以及当地侨界的支持下，《公言报》终于复刊了。

复刊后的《公言报》每周发行6天，秘鲁新闻和当地侨
界新闻占两个版，《环球时报》每天免费提供16版的内容，
让读者了解中国国内新闻和世界大事。

中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为 《公言报》 复刊撰写贺词，
期望 《公言报》 与秘鲁当地其他华文媒体一道，为传承弘
扬中华文化、增进中秘友谊和各领域合作贡献新的力量。

何莲香听说 《公言报》 复刊十分高兴，她欣然接受报
社聘任其为名誉顾问的邀请，并希望这份百年侨报越办越
好。

身为社长的季晓东表示，报社全体同仁将不忘初心：
爱国爱乡、服务侨社。 （据新华社电）

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在去年10月至12月雨季期间，肯尼亚境内降雨量
远不及往年同期平均水平，致使全国约270万人因受灾急需食品援助。

3月 12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遭受旱灾的肯尼亚南部玛库埃尼郡赈
灾，为该郡 5 个村庄的灾民共捐赠 30 吨饮用水、面粉、食用油等急需物
资，受到当地民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

上图为3月1日，在肯尼亚莱基皮亚郡，一名牧民站在水坑中为牲畜取
水。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左图为肯尼亚民众排队领取捐赠物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王新俊摄

福利多多

其实，自 2015 年 7 月以来，公安部
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上海科创中
心、福建自贸区、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广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
动发展的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为了进
一步发挥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公安部
决定，扩大部分出入境政策措施的实施
范围，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

此次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面向外籍
高端人才、长期在华工作人员、外籍华
人、外籍留学生及外籍学生，涉及外国
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和永久居
留等多个层面。其主要内容包括：授权
自贸区管委会等单位推荐外籍人才及家
属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以工资和税
收为标准建立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市场
化渠道，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
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
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人员提供居
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广实施7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是公安部贯彻落实中
央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深化
公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国
已在天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
重庆、四川、陕西建立了自贸区，在京
津冀和安徽省、广东省、四川省及沈阳
市、武汉市、西安市建立了全面创新改

革示范区。
坚持市场配置、市场评价的外籍人

才引进机制，给予用人主体最大的自主
权，是此次出入境政策坚持的首要原
则。公安部称，进一步降低外籍人才申
领口岸签证、停留居留、永久居留标准
门槛，放宽居留期限、简化报批材料等
一系列举措，将推动内部挖潜提效，汇
聚天下英才。

引智创新

那么，相较于 2016 年 1 月推出的 20
项出入境便利政策，此次政策出台有哪
些新特点？

“地区范围的扩大是根据海外人才的
变化而发展的。在过去，侨乡主要集中
在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无论是出国留
学还是转换成华侨华人身份的人在内地
其他省份也逐渐增多。因此，现如今无
论在东北还是西北地区，我国对广泛吸
引海外人才归国服务提供了更多便利。”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在政策内容方面，居留年限延长和
办理程序简化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外籍
人员工作类居留许可的时间增加至 5年；
具有博士学位的外籍高级人才只要满足
一定条件，无需推荐就可以直接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这向海外高端人才释放出
强烈的引才信号。”张应龙说，“再就是

为在华留学生到中国创业实习提供的政
策利好和孵化支持，既落实了过去对外
籍留学生工作签证的呼吁，也有利于降
低引进人才的成本。”

当前，重视引进外籍人才特别是外
籍高端人才，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
识。针对外籍华人推出更为宽松便利的
出入境、停居留和永久居留等一系列便
利政策仍在继续完善发展。对此，张应
龙认为，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提高中国
的全球化水平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利用
海外优秀资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即使政策和手段在不同的阶段会做出系
列调整，我们的根本目的也不会有变
化。进一步说，让开放更加有实效，就
要吸引更多国外的优秀人才，为国家

“双创”（创新、创业） 中心工作服务。

长计远虑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称，推广实施7项
出入境政策措施有助于进一步便利海外
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激发外籍华人创
新创业的热情，有助于解决制约束缚有
关地区吸引聚集外籍人才的政策瓶颈和
制度障碍。

“外籍华人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将会
更加便利。特别是针对外籍技术人才、
管理人才以及拥有长期稳定工作的普通
外籍人员，允许其配偶、未成年子女随
同申请的措施，使其对在华工作有着稳

定的居留预期。这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
做更加长远的打算。”张应龙说道，“如
果能在中国取得永久居留权，除了更加
便捷以外，也使外籍华人到中国长期发
展更有信心。”

“我从事高教和科研工作，经常往返
于中美之间。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
和不少学术界的华侨华人回国服务的热
情都很高，但又经常痛感于出入境及其
他手续办理的繁琐复杂。”美国波特兰州
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这次国家优待侨胞出入境和申请永久居
留手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这反
映了中国与国际的进一步接轨，是深化
改革的又一措施。另外，国家新政中对
外籍华人的‘专属条款’，也将给全球海
外华人带来巨大鼓舞，增加向心力，为
祖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
更多贡献。”

除此之外，张应龙还指出，出入境
便利政策的发展与侨务部门的努力也密
切相关。近年来，侨务部门在收到外籍
华人有关回国发展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时，也一直在推动此类问题的解决。现
如今，问题的解决对更好发挥海外侨务
资源的潜力和优势，促进和动员海外华
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题图为西安城墙夜景俯瞰图。
来源：西部网

出入境便利政策范围再扩大出入境便利政策范围再扩大

人才引进直通车路网密布人才引进直通车路网密布
杨杨 宁宁 李素心李素心

3月14日，经中国海关总署批准，西安海关即日起在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正式运行中转进出境旅客“通程航班”业务。该机场也成
为全国第5个、西北地区首个运行“通程航班”业务的机场。乘坐
相关国际航线的旅客将享受“一票到底，行李直达”的便利。

类似的便捷通道在7项出入境政策措施逐步推行后，会如雨后
春笋般落地在国家有关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这将对提挡
加速引进外籍人才，全面支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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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设计师胡媛媛

从华尔街走进纽约时装周
袁 悦 杨士龙

2 月 12 日，在美国纽约，模特展示“薇薇安·
胡”品牌时装。 新华社记者 秦 朗摄

国侨办调研广州花都华侨农场

近日，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一行到广州市花都华
侨农场进行调研，广东省侨办副主任蔡伟生、广州市侨
办副主任唐忆春陪同调研。郭军一行首先参观农场博物
馆，随后前往“全国社区侨务工作明星社区”——洛柴
岗社区，分别考察社区印尼、越南、新马侨友联谊会。

（据中国侨网）

中国侨联在四川调研新侨创业

3 月 14 日，中国侨联副秘书长赵红英一行赴四川眉
山调研新侨创新创业工作。调研组一行还前往眉山经济
开发区新区，参观当地企业，听取园区建设发展和新侨
创新创业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座谈。 （据中国侨网）

蒙古国福建总商会赴福州考察

近日，福建省侨办主任冯志农、副主任郑惠文在福
州会见了蒙古国福建总商会会长连东升率领的访问团一
行。郑惠文介绍了福建省侨办今年工作重点和方向，如

“闽菜走出去”、福建“侨梦苑”建设以及今年下半年即
将举办的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海交会、世
青会换届等，希望蒙古国福建总商会能够积极参与。同
时，希望蒙古国福建总商会搭建中蒙经贸合作平台。

（据中国侨网）

“潮州节”将亮相第三届侨交会

3 月 14 日，深圳市侨商智库表示，著名侨乡潮州市
计划在第三届侨交会上举办“潮州节”，再现“潮人下南
洋”创业史。深圳市侨商智库理事长郑汉明率领深圳市
汕头商会经贸考察团走访梅州、四会、汕头、潮州4市，
推介侨交会平台，实地考察当地项目。

（据中新社）

京津冀侨商会将建综合服务平台

近日，北京市侨商会、天津市侨商会和河北省侨商
会共同签署 《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三方将共同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市创新引领
转型发展和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共同打造京津冀综合
性引资引智服务平台。

根据协议，三方侨商会将在5个方面展开合作。共同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定期进行信息交流，及时通报
相关经贸信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实现侨务信息
资源共享。 （据《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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