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5月1日 星期一

“前几天有个朋友回委内瑞拉，我跟他说，最近委
内瑞拉挺乱的，让他平时小心一些。他回答我的话却
是‘我们习惯了’。”在委内瑞拉工作生活了 11年的邹
文宝告诉本报记者，“生活在委内瑞拉，完全是那种心
惊胆颤的感觉，就担心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

目前，委内瑞拉形势的确令人担忧。“委国内的
紧张态势已经达到2014年以来最严峻的程度。”据英
国广播公司报道，上月底，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强势

“接管”立法机构，声称反对党占主导的议会决议全
部“无效”。此举引发一场“府院之争”，国内危机
升级。进入 4 月以来，反政府抗议活动几乎成天上
演。目前，该国已有 23人在混乱中丧生，另有多人
重伤。

混乱中，当地华人也被波及。据委内瑞拉江门
五邑青年联合会消息，两个城市的数家华人超市和
餐馆发生撬门哄抢事件。所幸只有一位侨胞受到轻
微皮外伤。中国驻委使馆和委内瑞拉华助中心等均
郑重提醒广大在委中资企业、旅委华侨华人密切关
注局势，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做好安全防护，遇到
紧急情况冷静应对，及时向当地军警、侨团或使馆
求助。

“每次有哄抢的恶性事件，华人商铺几乎都能
‘沾’到。主要原因是华人商铺比较多，而且大部分
都分布在一些治安并不好的或者比较偏的地区。当
大城市有示威游行的时候，大部分警力都集中在这
个地区或周边，造成其他地区警力缺乏，让不法之
徒有机可乘。”邹文宝说，“不过，这一次，由于前
期我们也了解到具体的游行日期和线路，华人社团
以及使馆也做了不少宣传和预警，所以，华人受影
响不是很大。”

去年年底，委内瑞拉多地发生民众骚乱哄抢事

件，多家华人超市、商店遭大规模砸
抢。那次哄抢事件甚至被许多人称为“多
年来在委华侨华人经历的最轰动的事
件”。没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在委华人
就再次遭遇“惊魂”。

“每次遇到大规模游行活动，我们华
人一般都会呆在家里，尽量不外出。当然也不可能
开门做生意。”邹文宝从事进口贸易，主要依赖网络销
售，但是，他的生意依然会受到影响。“委内瑞拉一动
荡，美元利率就会波动得很厉害，生意就难做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状态暂时还看不到尽
头。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包括首都加拉加斯
在内，委内瑞拉有 10几座城市上演着“占街运动”。
另一方面，马杜罗政府也在筹备“反制”措施。分
析认为，由于双方立场均十分强硬，委内瑞拉的反
政府活动很可能陷入一场“持久战”。反对派在实现
提前进行大选的目的之前，恐怕难以偃旗息鼓。

而且，委内瑞拉的整体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
据“德国之声”网站消息，受国际油价下跌的影
响，委内瑞拉持续的经济危机还在不断加剧，国内
生活物资短缺，民众生活困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透露，委内瑞拉的失业率已经从 2015年的 7.4%上
升至25%，在下一年度有可能继续升至28%。

“看新闻，自己都觉得怕。但是身在其中，反而
不那么怕了。委内瑞拉的局势这几年其实都不太稳
定。不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在委华人还是
会选择留在委内瑞拉。”据邹文宝介绍，在委华人大
概 20 万，几乎 90%的华人来自于中国广东省恩平
市，大多从事超市、百货、餐饮工作，也有一部分
做进出口贸易工作。虽然经营规模不是很大，但相
对于其他国家，在委做生意的竞争较小，利润较
高，所以局势的动荡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华人在委发
展的意愿。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委的生活。而且，在委做生意
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邹文宝情不自禁地流露出
对这个“第二故乡”的眷恋，“委内瑞拉真的很美。”

任何人想研究或了解新加坡早
期华人的历史，都绕不开宋旺相在
近百年前所撰写的 《新加坡华人百
年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3 年前委
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校订此书并
上传到网上，今年3月初还广邀公众
提供手中史料，以丰富这本重要书
籍的内容。

新加坡本地著名律师宋旺相为
了纪念新加坡开埠 100年，于 1923年
以英文出版《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1967年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再版，牛
津大学出版社则于1984年重印再版。

百年史于 1967 年再版时，当时
在新加坡大学念经济和社会学的陈
笃生玄孙陈继廉马上跑到书店买了
一本。原来书中有很多关于他高祖
父陈笃生、曾祖父陈德源和祖父陈
惟贤的生平故事。

近年忙着研究家族史和组织家
族大聚会的陈继廉，对于进一步丰
富百年史的内容十分热心。他已上
网补上曾祖父陈德源生前的一些事
迹。陈德源是陈笃生的小儿子，虽
不及大哥陈金钟有名，但生前也很
有影响力。

另一名在百年史电子版补充祖
父事迹的是陈垂意，她补充祖父源
自潮州汕头，曾在厦门受教育，能
说流利的潮州话和福建话。她还提
供了祖父母的照片。负责校注 《新
加坡华人百年史》 的新加坡传统文
化学会前主席陈有利博士说，是他
建议国家图书馆重新校注这本被大
家视为本地历史经典的书籍的。

陈有利说，宋旺相100年前通过参考和翻阅旧报
章写成这本书，可是他参考过的旧报章有些已经找
不到了，人们于是把他的书当成原始史料，一再引
用。为了确保大家日后引用这本书时，史料都是准
确无误，有必要进行校注工作，尽可能列明史料出
处，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同时补充近期发现的一
些新史料。

负责校注的团队在不同时段由三人至六七人组
成，都是业余性质。他们先列出书中人物的名单，
再去翻查旧报章、旧档案、旧书刊等，把找到的史
料与书中内容作比对。

陈有利说，他们不会改动宋旺相的原文，只增
添注脚加以说明。

百年史所提到的华人名字有700多个，他们在翻
查族谱、墓碑、神主牌和旧报章后，已列出一份中
英对照的名单，方便日后的研究工作。

（来源：《联合早报》）

华人面孔引人致敬

据新西兰《奥塔戈日报》报道，近日，在一年一度
的“澳新军团日”当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办了纪念
活动。当天，新西兰总督帕齐·雷迪对仪仗队进行了检
阅。

“澳新军团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为战争期
间保家卫国的战士设立的纪念日，以缅怀先烈为国牺牲
的勇敢精神。作为“澳新军团日”设立国之一的澳大利
亚，近日也在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据澳大利亚《悉尼
先驱晨报》报道，在悉尼的马丁广场，人们参加了黎明
悼念仪式；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老兵代表
朗诵二战亲历者的日记或信函……布里斯班、珀斯等
地，也有类似的纪念活动。

而一支由黄皮肤面孔的华人组成的特殊方队，出现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街头的游行队伍中。队伍成员有序
前进，尤其引人关注。

游行方队由 30 多位华人组成，他们刚参加过晨祈
仪式和向军人纪念碑献花的活动，胸前佩戴着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他们中有参加过抗
日战争的军人，也有军人的后代和家属。

“中国抗日军人后代团方阵在行进过程中，沿途的
澳大利亚观众热烈鼓掌，不断有人高声呼喊‘谢谢’。”
在现场观看游行的旅澳华人金名武回忆道，“街边的华
人都很激动，纷纷振臂高呼。中国军人的后代能够出现
在这里，我们都很骄傲！”

这并不是华人面孔第一次出现在“澳新军团日”的
游行队伍中。2015 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抗战军人的后代就组
成 20 多人的方队，首次在悉尼“澳新军团日”纪念游
行活动中亮相。2016年，墨尔本地区“澳新军团日”游
行中，也有了华人军人后代的身影。他们通过游行让澳
大利亚人了解到，中国军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对世界和平的维护，作出过重要贡献。

铭记历史担当责任

今年是中国历史上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80 周年，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特别是对于中国军人
的后代而言，参与到“澳新军团日”的游行当中，有着
尤为特殊的意义。

“参加游行活动，是为了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
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是我们中国军人后代和海外华侨
华人共同的心愿。”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西区分会
秘书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代联谊会悉尼分会副会长
孙琦说。为了参加这次游行，她所在的协会做了一个多
月的准备工作。对于行走在游行队伍中的孙琦来说，

“澳新军团日”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她充满骄傲和自
豪。“代替参与抗战、功勋卓越的父辈们参加游行，昂
首阔步地走在队伍当中，这是一份难忘的荣誉。”

祖籍江苏的孙琦，是老红军的后代。“1940年，我
的父亲刚12岁就加入八路军了。”孙琦说，她是听着抗
战故事长大的，父辈们的革命精神也在她身上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少年从军为革命，壮年牺牲为人民！’父
亲是我的人生榜样。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做实事，做老实
人，这也是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我现在依旧为父亲的英
勇和伟大而感动。这也激励、提醒着我，即便到了国
外，我们也不能给中国丢脸，给烈士的名誉丢脸。”

和孙琦一样，父辈们铁骨铮铮、不屈不挠的抗战经
历，也让旅澳著名钢琴家吴建刚受益终身。“我父亲从
小就参加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后来还参加了平
津战役、太原战役等。父辈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
和平而奋斗。”吴建刚说，刚来澳大利亚时遭受过不少
困苦，正是父辈们的精神鼓舞着他一直向前。“我们要
踏着父辈的足迹，继承父辈遗志，将维护和平的心愿一
直延续下去，这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必须担负的职责。”

世代传承弘扬精神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讲述祖籍国历史、传递维
护和平的心愿，能够为不同国家的民众间架起一座沟通
交流的桥梁。

无论在哪，孙琦一直都珍藏着父亲所有的抗战纪念
章。“勋章非常有纪念意义，也提醒着我们作为军人后代，
作为华侨华人，要了解历史，铭记先辈们的光辉事迹。”

在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工作的孙琦，服务对象
多为华裔同胞。“我们每年都会组织澳洲的华裔子女参
加‘中国寻根之旅’的活动，也会在相关纪念日举办座
谈会，为的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世界的抗战
史，增进彼此的交往。”

父辈们的英雄气概，不仅仅蕴藏在“华一代”身上，也
要继续流淌在“华二代”、“华三代”的血液之中。

孙琦表示，她已经向协会建议，明年的中国军人后
代游行队伍中要加入“华三代”。“协会成员们都一致同
意，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能让我们先辈们的精神得到
传承和发扬。”

“我现在是 3 个孩子的父亲，常常给他们讲祖父们
的战斗故事，还有中国的历史变迁。我想让孩子们多多
了解历史，从小就培养他们军人般的信念，勇往直前的
气概。”谈到对子女的教育，吴建刚这样说道。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王之俊认为，继承先辈们守
护和平的遗志是他们“华三代”义不容辞的职责。“小
时候经常能从父母和长辈那里听到中国革命先辈们的光
荣事迹，我是军人和烈士的后代，我身体中流淌着中国
的血，要继承祖辈们的遗志，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这
也是我们作为革命后代的心愿。”

“我明年一定会参加‘澳新军团日’的游行，并会
佩戴着先辈们的勋章，走在队伍当中，因为这是永远的
荣誉。”王之俊如是说。

继承父辈抗战精神 团结同胞维护和平

““澳新军团日澳新军团日””中中的华人面孔的华人面孔
张 红 张畅畅

“代替参与抗战、功勋卓越的父辈们参加游行，昂首阔步地走在队伍当中，

这是一份难忘的荣誉。”行走在游行队伍中的孙琦说。

近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地为纪念“澳新军团日”，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

念活动。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街头，一支由黄皮肤面孔组成的游行队伍，迈着

整齐的步伐登场。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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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新军团日”当天，中国军人后代组
成队伍参加游行。 （本文图片孙 琦提供）

图为“澳新军团日”当天，参加游行的中国
军人及后代。

图为孙琦父
亲生前获得的独
立自由奖章。

图为孙琦父
亲生前获得的独
立自由奖章。

面对动荡形势面对动荡形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华人说：

““我们习惯我们习惯了了””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张张 红红

委内瑞拉民众与警方爆发冲突。 （资料图片）委内瑞拉民众与警方爆发冲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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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继廉展示《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图为陈继廉展示《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福建召开“五侨”联席会议

近日，由福建省委牵头举办的福
建省“五侨”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指
出，侨、台优势是福建省建设海丝核
心区的独特优势。“五侨”单位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积极服务发展
大局是责任所在。“五侨”单位今后
应进一步加强联系，助力海丝核心区
建设，为“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
建”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福建日报》）

四川外侨办赴粤浙调研

近日，四川省外事侨务办联合四
川省、市联合调研组，赴广东和浙江
调研涉侨基金会和依法护侨有关工
作。调研组一行与广东省侨办、广东
省侨心慈善基金会、广州市侨办、浙
江省温州市外事侨务办及相关社区负
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并进行实地考
察，了解两地在依法护侨、社区侨
务、侨务扶贫和侨资企业等方面的先
进经验和成果。 （来源：中国侨网）

上海举办“新侨沙龙”

近日，来自上海市侨界知识分子
联谊会的侨界代表人士近 50 人走进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参加“新侨
沙龙——走进人大”主题活动。该活动
旨在让侨界代表人士亲身感受和了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解《上海市华侨
权益保护条例》制定背景、审议过程和
实施意义。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侨办进
一步贯彻落实《条例》、扩大宣传和影
响的具体举措。 （来源：上海侨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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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末，加拿大多伦多的樱花进入绽放期，游人纷至沓来一睹芳容。图为一对父子在加拿大多伦多
高地公园盛开的樱花前合影。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加拿大多伦多樱花绽放加拿大多伦多樱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