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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硬实力圈粉

中国冰糖葫芦不久前首次登陆俄罗
斯圣彼得堡，从汇聚世界各国的美食中

“脱颖而出、一炮而红”。在俄罗斯新年集
市上，中国冰糖葫芦平均每天就卖出
1000多串，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

“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
美国纽约的一位“80 后”华裔王梦

迪，用家传食谱在纽约创办了“西安名
吃”连锁餐厅，生意十分火爆。干扯面、
凉皮、泡馍等中华美食让许多纽约人大
开眼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西安肉夹
馍，每年可以吸引 14 万名顾客。“西安
名吃”如今已经拥有十家连锁店，引来
西方媒体的争相报道，曾被世界知名杂
志《Time Out》评为美国17家最好中餐
馆的第二名。

据英国英侨网报道，英国爱丁堡的
JainWang在当地开了一家饺子馆。多年
来，这家餐馆受到了广大英国顾客的喜

爱，甚至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该
饺子馆不仅上过当地的著名电视节
目，更获得两项 AA 玫瑰奖，还赢取到

“英国最受欢迎餐馆”的美誉。如今，该
餐馆准备将分店扩大至全英范围内，火
爆程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
餐馆就在海外迅速发展起来。统计显示，
上世纪90年代，仅美国纽约就有近5000
家中餐馆。中华美食能够在海外备受追
捧，落地生根，与广大华人的苦心经营密
不可分。据近年的《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
告》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
中，从事餐饮及其相关行业的比例占
90%以上，海外中餐馆已超过40万家。

在继承中创新

为开拓海外市场，广大华人中餐馆老板
因地制宜，既保存住中国传统餐饮文化魅
力，又能够快速融入到当地文化之中。

在加拿大一家餐饮管理公司工作

的华侨李洁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中
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坐大圆
桌吃饭，把菜品放在中间围在一起吃。
但西方人要求更多的私人空间，他们喜
欢自己吃一份。因此温哥华的一些中餐
馆会结合西方人的习惯，对就餐方式和
就餐服务进行调整。这样既能使西方人
吃到中餐，又能使其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就餐，吸引来越来越多的顾客。”住在英
国伦敦的华侨艾米莉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提到：“我最近在尼斯的一家中餐馆
就餐，该餐馆就依照当地风俗进行了改
良，摆盘完全是法式的。店里黑椒牛柳
饭是在一个长方形的白瓷盘中，从左至
右依次摆上米饭、水果、蔬菜和黑椒牛
柳。这种方式会更容易让当地人接纳。”

华侨彭旭住在美国内珀维尔市，她
与家人共同经营一家名叫福泰楼的中
餐馆。福泰楼的顾客 80%都是白种人，
其中春卷、酸甜鸡、粤式炒面、粤式海鲜
等最受顾客喜爱。彭旭说：“物美价廉是
我们餐馆生意红火的重要原因。中餐和
意大利餐在这里都备受欢迎，但意大利
虾面一份要 15至 20美元，约有 5只虾，
而粤式虾炒面只要 15 美元，却有 13 只
虾。中餐的本金大约为意大利餐的一
倍！除此之外，中餐菜类众多，可谓是物
美价廉。”

近年，国家的支持成为海外侨胞中
餐事业发展的“后盾”。作为“海外惠侨工
程”八大计划之一，国侨办推出了“中餐
繁荣计划”，旨在通过学历教育、技术培
训、在线授课等一系列扶植措施，帮助广
大华侨华人发展中餐事业。2016年，“海
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正式成立，已
搭建5个平台：中餐教育培训平台、中餐
对外交流平台、中华美食宣传平台、中餐
发展研究平台以及中华美食的产业联盟

平台，面向全球华侨华人。

以抱团求发展

如今，很多中餐馆开始结束过去单
打独斗的模式，“抱团”崛起，形成规模。

浙江省侨联近期正在大力实施“海
外万家中餐馆计划”，已在全球 50个国
家 100个城市的中餐馆进行布局。由中
国烹饪协会组织的“中餐走进联合国”、

“中餐走进教科文组织”、“中国美食国
际文化节”等餐饮国际交流活动，也屡
次在海外掀起中国餐饮文化的热潮。

据中国侨网报道，2016 年，世界中
餐业联合会与欧洲时报传媒集团达成
战略合作。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是国际性
中餐行业组织，会员已经遍及美国、加
拿大、法国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
球中餐界有广泛影响。欧洲时报作为欧
洲侨界重要的华文媒体，长期关注中餐
业在欧洲的发展。双方开展战略合作，
将会更好地整合资源，服务欧洲华侨华
人，推动海外中餐业发展。

海外中餐行业的发展使华侨华人
受益良多。李洁表示：“海外中餐厅首先
满足了我们的口福。第一次吃抄手王
的场景我还记忆犹新，店里的辣椒是
地地道道的四川味，即使吃得满头大
汗，我都要把那一份红油抄手吃完，
并且今天吃了明天还要接着吃，感觉
总也吃不腻，就像真的在家一样。”洛
杉矶中华商会会长庄佩源表示：“中餐
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种菜系。我曾
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但始终认为中
国菜的复杂与精致非他国能比。中餐
行业不但给华侨华人带来许多经济利
益，同时也对宣传中国历史、文化发
挥着重要作用。”

纽约普及保护移民政策

近日，为解除移民社区恐慌，纽约法拉盛图书馆邀请市长办公
室移民事务处为民众普及市府保护移民政策和资源。此前，特朗普
移民苛政引发的恐慌已深入华人社区，纽约法拉盛图书馆近几个月
出现问询量减少、移民活动参与者人数下降等现象。

市长办公室移民事务处代表介绍，纽约市有一系列行政令保护
无证移民。在纽约，市政府会为移民提供一系列资源，包括纽约市
民卡、教育、医疗保健、托儿服务、救急食物和暂住所、公共安全
保障、移民法律帮助和免受歧视保护等。 （据中国侨网）

“百门计划”改造华铺门面

近日，纽约下东城发展计划与市小商业服务局联手社区艺术
家，推出名为“百门计划”的公共艺术项目。通过喷绘精心设计的
艺术涂鸦对下东城饱受乱涂乱画的商家卷帘门进行美化，华埠的众
多华人商铺门面焕然一新。如今该计划将扩充至哈林区以及史坦顿
岛，欢迎广大华人商家参与。

目前该计划已经在下东城区域完成超过95面卷帘门的美化，其
中华埠多个商铺的老旧门面在艺术的装点下焕然一新。包括位于坚
尼路、亚伦街、地威臣街、爱惜士街在内的多个华人商家都积极参
与，门面变身卖萌熊猫母子、鲜艳花朵等可爱图案。

（据美国《侨报》网）

泰国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

4 月 19 日，2017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安
徽营在合肥开营，来自泰国清迈崇华新生华立学校的40余名华裔青
少年开启在皖为期13天的徽文化体验之旅。

据介绍，在安徽期间，营员们将走进课堂，聆听徽学专家的文
化讲座，学习富有地方特色的中华才艺课程，还将实地参观和游览
著名的徽州文化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

近年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安徽省侨务办公室共同举办了多期以
体验徽文化为特色的寻根之旅活动，邀请了欧美和东南亚10多个国家的
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学生来到安徽学习交流。 （据中国侨网）

洛杉矶举办四川文化周

4 月 22 日，洛杉矶将举办四川—美国投资推荐与四川美食文化
周，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川海外侨团代表也将在洛杉矶举办年
会。该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举办，迄今已筹备一年。

据美国云贵川华人总商会会长周德昭介绍，此次活动是一场融
经贸、侨务及四川美食文化为一体的活动。“锦绣四川藏区新貌”图
片展将在上午11时开幕。22日下午，四川美食文化周将在亚凯迪亚
眉州东坡酒楼举行，届时专程从中国四川赶来的川菜大师将为来宾
准备30桌正宗川菜，以展示川菜佳肴与文化特色。

（据美国《侨报》网）

味地道味地道 胃知道胃知道

中华美食成海外爆款中华美食成海外爆款
孙少锋孙少锋 曲亭亭曲亭亭位于纽约华埠的喜士达街创意集市日

前隆重开幕，现场汇聚了数十个特色商家
与美食摊位，开市首日热闹非凡。现场华
裔摊位生意格外红火，民众纷纷排起长队
购买，只为一饱口福。近来，在华人餐饮
业者的努力下，中华美食屡成海外爆款。

华 人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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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档真人秀节目《闪亮的爸爸》暖心出世，它以“巧妙的创意”

和“有责任感的担当”展现当代青年的家庭观、责任感。

2017年，由深圳卫视和大业创智联合出品的《闪亮的爸爸》第二季在第

一季的扎实铺底之后，内容上再度升级。节目以云南山区城子村里的留守

儿童们为焦点，四位艺人前往当地学校担任支教老师，教授课程。既是老师

又是“爸爸”，既要上课教学又要照顾起居，这样的双重挑战突破了以往“爸

爸带孩子”娱乐逗趣的模式局限，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探讨当今社会中有关

亲子与教育的命题。

本周即将迎来节目收官，从“闪爸”们刚进城子村的手足无措，到如今与

孩子们亲如一家，他们用实际行动向观众们展示了爱与陪伴的温暖力量。

在这三个月里，四位“闪爸”尽自己所能给城子村的孩子树立美好的观

念。吴镇宇教育大家要勇敢自信地介绍自己，并告诉他们赞美的重要性；张

晓龙在支教过程中不断请教专家，积极调整教学方法，慢慢凭借“课堂小剧

场”、组建“拉拉队”等互动形式赢得孩子们的青睐；张皓宸从玉米粒作画到

教室外的墙壁绘画，他用画笔帮助大家寻找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白举

纲是最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的支教老师，只因为学生的一个心愿，他就搬着

工具去操场上剃光自己的头发，这样用心良苦也让他成为“闪爸”中当之无

愧的“孩子王”。

除了多彩课堂以外，“闪爸”们还通过“心愿屋”“阅读陪伴”等方式了解

孩子们的内心，帮助他们勇敢表达自我、同时也试着去理解父母不能陪伴在

身边的无奈与苦衷，这些努力或多或少给当地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了一些色

彩。敏感的王小燕几乎与每位老师都发生过小争执，从未放弃的“闪爸”说

服她父母回到家里，终于帮助王小燕找回了孩子该有的天真笑容；与吴镇宇

“相爱相杀”的小辉辉在节目的尾声收起“高冷”主动献吻吴镇宇，还主动融

入集体有了小伙伴；曾静蕊在张晓龙的帮助下不仅圆了拍全家福的心愿，还

在拉拉队中越来越自信美丽。节目中这样点点滴滴的小事，不仅像春风一

样滋润着每一个孩子，也感动着电视机前的观众。

除此之外，《闪亮的爸爸》第二季还将综艺与公益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

改变了电视公益的“行为方式”。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闪亮的爸爸》第二季以长情的叙事打造

了一场暖心陪伴，同时也找准了社会意义、社会公益与社会娱乐之间的“调

配比例”，借此给荧幕前的更多人们带来一些思考。

《闪亮的爸爸》用爱诠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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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45法庭开庭审理。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 1024 民初 110 号 NGUYEN HONG
THAM（阮红深）：原告吴益开与你为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原告吴益开与被告NGUYEN HONG THAM（阮红深）离
婚。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定于2017年6月1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TONG NGOC CO JIMMY：本院对赵伟诉TONG
NGOC CO JIMMY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津
0103民初49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宏：本院对张磊诉王宏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西民一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詹姆斯·劳瑞斯·西摩（JAMES LORIS SEY-
MORE）：本院受理原告于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京0102民初130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你于本判决生效起10日
内返还原告于波出资款六万一千六百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六万一千六百元为基
数，自2014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
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于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8元，由原告于波负担
111元（已交纳），由你负担145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
际发生金额为准）由你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告 顾建平：本院受理（2017）苏 0581民初 1593号原告
陈雪锋与被告顾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
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3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海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公告 结城弘行：我院受理原告喻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桐法民初字第1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准许原告喻玲与被告结城弘行离婚。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斯特沃特&斯特沃特森有限
责任公司（Stewart&Stevenson LLC）：本院受理莱州市霸力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烟民三初字第45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ROBERT JACOB MILLER：本院受理唐美河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一 庭41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DALIS PRAK：本院受理原告杜慧锋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曲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0 1 0 - 6 4 8 4 9 5 7 5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0 1 0 - 6 4 8 4 9 5 7 5

公 告

根据北京市相关法规，2007年9月25日北京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取得了马尾沟住宅楼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京建
西拆许字【2007】第 486号），并依法取得续期手续（京建西拆许字【2007】第
486号续），拆迁范围包括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号院（全部）。本公司
已于2017年4月6日启动马尾沟住宅楼项目的拆迁工作，拆迁安置补偿方
式是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任选其一。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号院

（全部）的所有房屋产权人（所有权人），属于本次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
此次拆迁，本公司已登报对全体被拆迁人进行了公告通知，但尚有个别产
权人已故及其他少部分居民没有联系我们，现本公司再次登报公告：本次
拆迁洽谈期自 2017 年 4 月 6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共 25 天；签约期限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半年；签约奖励期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共三个月；自2017年5月16日起，将启动选房签约工作。

现公告通知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号院（全部）的以下居民及已故
产权人的继承人：白晓光、赵文建、赵首明、韩国富、刘玉芬、杨志强、张全
喜、张建新、雷新燕、雷新杰、刘或、金智海、徐汉臣、蔡谦、周涛、候占军，刘
龙培、郭福田、骆元军、彭鸥、王芙蓉、张九龄、张志兰、徐双锁、盛芳、王集
贤、英凤昆、闫春合、周齐华、高正修、杨康林、孟凡德、杨三贵、陈玉祥、李荣
英、付德芳、吕凤飞、盖玉香、张建勤、刘书生、杨海津、张国政、宋振新、李
珍、马义俊、黄福智、李宝志、张学好、佟福山、张家鑫、席文娟、丁云鹤、刘永
昌、郭克锋、吕进昌、关纫苹、张秀清、何立本、张景朋、李森、许容儒、潘光
典、潘欣、潘璐、吴勤、吴梦曦、赵磊、王承福、张建勤、付桂荣以及乙楼39号、
丙楼20号的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于登报之日
起十五日内亲自或委托他人前来依照本拆迁地区的具体情况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处理拆迁安置补偿有关事宜，配合评估部门进行房
屋评估，并按时领取评估报告。如产权人已故，其产权继承人未办理继承
手续，请继承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办理相关继承手续，并请继承人本人
或委托他人在上述期限内持公证文件前来我公司，依照本拆迁地区的具体
情况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处理拆迁安置补偿有关事宜及房屋
评估事宜；如超过上述期限未能前来办理上述事宜，将被视为放弃对拆迁
安置补偿方式的选择权和房屋评估结果的认定权，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委托拆迁单位：北京华远力诚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锦江昊房
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评估公司：北京西域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
公司。办公地址：西城区北营房北街9号院原市政二公司办公院内办公楼
一楼。联系电话：：010-88380946、010-68365837

北京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五
厂、北京碧派克斯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技术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文
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碧派克斯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
技术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年西民初字第117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北京市综合投资
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碧派克斯
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技术公司连带给付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的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利息人民币6560326.11
元，受理费 40818 元（（2001）二中经初字第 1167 号案件），及以本金人民币
300万元整为基数，自2007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逾期贷款计收利息的规定分段计算）；二、被告北京市综合投资
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碧派克斯
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技术公司赔偿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
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本金人民币 2483010 元，利息人民币 2625941.16
元，受理费 29449 元（（2001）海经初字第 3085 号案件）及以本金人民币
2483010元整为基数，自 2007年 1月 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外汇贷款利率计算，并折算成人民币履行给付义务）。三、驳
回原告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北京市综合投资
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碧派克
斯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技术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484 元，
由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半导体器件
五厂、北京碧派克斯电力电子技术中心、先进功率技术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被告北京碧派克斯电力电子技术
中心、被告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被告先进
功率技术公司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北京碧派克斯电力电子技术中心、被告北京半导体器件五
厂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被告先进功率技术
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向本院提交上诉状，现向被告北京碧派克斯电力
电子技术中心、被告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被告先进功率技术公司公告送
达上诉状。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