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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侨眷的及时雨

“热心护侨，倾心爱侨”是陈鸿年亲手写给陈圣明的 8
个大字，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都倾注了他对陈圣明的感
激之情。

因为事关祖墓，事关祖屋。
陈鸿年祖籍福建长乐，其祖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

学，回国后身居高位，在长乐当地很有影响力。后来，他
家祖墓、祖屋被占，幸好有陈圣明的帮助，才得以要回。

“祖墓是清朝时候的，却被别人占去了。根据国家出台的保
护清朝古墓的文件，我找到了陈圣明反映情况，在他的帮
助下，我家的祖墓得到了保护。”陈鸿年说，“我家祖屋是
在长乐城关东关村的司马第，历代文武百官在经过司马第
时都不能骑马而过，须牵马才行。1958 年时，祖屋被生产
队占作大食堂。我两个哥哥都是移民美国的华侨，福州市
侨办落实有关政策，帮我家解决了祖屋问题。陈处长为了
帮助我们，先后给长乐的政府、房产部门和地方侨办发了
七八份函。”

热心护侨，让陈鸿年动容；倾心爱侨，更让陈鸿年觉
得陈圣明难能可贵。

陈鸿年哥哥美国华侨的身份认证问题，是压在他心头
的一块大石头。认证华侨身份需要他兄嫂本人持材料去侨
办进行比对，因为行程问题，陈鸿年哥哥嫂嫂春节回家只
能呆初一一天，初二就要走。这段时间又是法定假日，侨
办不上班。“如果这次不办好，哥哥就回美国了，一耽搁又
是一年。于是我就在初一早上打电话给陈处长，9点多打的
电话，他 10 点多就到了。当场就给我哥哥嫂嫂核实材料，

随即确定了他们的华侨身份，帮了我们大忙。”言谈中，陈鸿
年对陈圣明大年初一还“随叫随到”多次流露出感激之情。

除尽心竭力帮助侨民解决问题外，陈圣明对贫难侨，
更是无微不至。

当他慰问新加坡归侨姚双发 （现已病故） 时，见这位
老人身患脑梗塞，陈圣明当场拿出 200元递给这位贫难侨；
当他得知两户贫难侨有住房困难时，陈圣明马上前往江阴
镇了解情况，与当地侨联侨办联系，为每户提供4万元的资
金帮助他们盖房。

失依儿童的呵护者

正如福清市江阴镇侨联副主席翁昌祥所说的那样，“陈
圣明是一个非常善良、温暖的人。”

近年来，福清市的出国人员逐渐增多，在国内赚钱不
容易，福清人就漂洋过海出国挣钱，现在100多个国家都有
福清人的身影。然而国外的环境，并不都像国内这么和平
稳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在国外意外
身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很多人自己担负不起出国费用，靠亲戚凑钱，找朋友
借钱出去打工、做生意。明知这些地方治安不稳定，但为
了挣钱，不得不去。”陈圣明说，“有一些华侨华人就这样
意外去世了。妻子若是在国外就还行，若妻子留在国内，
家里面很穷，哪里生活得下去。有些孩子的母亲就离家改
嫁，被丢下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条件十分艰苦。”

翁昌祥也坦言，“我们福清江阴镇自2011年至今有60多
位侨胞在海外被枪杀，有的父母双双遇难，有的父亲身亡，母
亲改嫁，不见踪迹。现在江阴镇的失依儿童有差不多86个。”

针对近百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的情况，
福州市外侨办侨政处组织了专门人员进行调研，认真开展
摸底和排查，陈圣明就是其中之一。

2012 年，陈圣明在江阴镇了解情况时发现，有一个在
南非经商意外身亡的男子，留下 4 个孩子在老家跟着爷爷
奶奶过。孩子的母亲因为死去的丈夫借了 100 多万元没
还，觉得过不下去，曾一度弃家而去。看着最大的孩子才
上小学四五年级，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圣明心中涌起
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之后，在陈圣明的奔走下，侨办和
侨联一起协调当地乡镇帮助这个家庭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
部，每年每个孩子还能得到 3000元的补助，确保他们衣食
无忧。

今年春节，陈圣明还去慰问了这个家庭。孩子们差不
多都开始读书，孩子母亲也回来经营小卖部。这个失去了
顶梁柱的家庭，在海边两层楼土木结构的房子里，又重新
恢复生机与活力。

异国同胞的圆梦人

侨务信访工作是为侨服务的重要方面。福州市侨办系
统近年接待的侨务信访每年都在2000件次左右，涉及30多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驻外使 （领） 馆、重要侨团转来的信
访件有 50 件以上，这些日常信件主要涉及落实侨房政策、
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帮助困难侨资企业和出入境定居等。

有一天，福州市侨办收到了一封罕见的信件——寻人。
2013 年，美国华侨郑先生给福州市侨办写了一封信，

希望侨办帮助他寻找失联20多年的老同学。“信上的话含含
糊糊，什么都没有，包括地址。只是说 20多年前和他同学
失去了联系，很想找到她。”陈圣明说，“郑先生说他通过
很多人都没找到，就想到了我们，要我们帮他找。”

根据郑先生提供的同学早期所在单位，陈圣明一行展
开了调查。去单位的原地址，发现这个单位早就解散了；
通过调档，查到了这个人的住址，从住址中又寻到社区居
委会，发现同样查无此人，因为她早已离开。

经过近4个月的走访，陈圣明才知道郑先生的同学已经
在精神病院住了十来年。之后，陈圣明就给精神病院发
函，打电话了解情况。最终确定找对人后，他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郑先生。已经事业有成的郑先生，终于寻到了落难
的同学，于是出面召集身边的人给老同学募捐几十万元，
让她得以安度晚年。

虽然不辞辛劳奔走调查近 4个月，陈圣明依旧觉得很开
心，因为这是在帮助远在异国他乡的侨胞圆梦，他觉得很值。

今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在侨务
工作岗位上 28年如一日无私奉献的陈圣明获得了“全国侨
办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获得荣誉之后的他，马上投入到了“三侨子女”的工
作中，深入到福清市进行现场办公，每天要接待200多名前
来咨询的侨眷考生和家长。“他们从南非，从阿根廷，从世
界各地飞回来，常要坐一两天的飞机，有的甚至刚下飞机
就直奔我们的办公地点。”陈圣明说，“看到华侨华人对教
育如此上心，我也干劲十足。”

(本文图片均为福州市外侨办提供)

“陈处长没抽过我一根烟，没喝过我一碗

茶，没吃过我一顿饭，但是却能如此尽心尽

责为我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人员，真的让

我很感动。”福州侨眷陈鸿年提及福州市外侨

办侨政处的陈圣明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反复说道。

福州市外侨办陈圣明福州市外侨办陈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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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首个“侨梦苑”揭牌

日前，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和浙江省
委副书记、代省长袁家军在宁波为浙江省首个“侨梦苑”
揭牌。“侨梦苑”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推出的侨商产业聚
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聚集区示范品牌。

裘援平强调，建设“侨梦苑”有利于打造海外侨
胞创新创业的高端专业平台和全链条，进一步激发

“万侨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侨资侨智创新优
势，推动侨商企业转型升级、二次创业。

裘援平期待“侨梦苑”能“打造创新便利的综合
性服务，努力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的创新创业人才，
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研发甚至是海内外联动的研发平
台和创新团队。” （来源：中新网）

湖南衡阳讨论保护侨权

近日，衡阳市侨联召开华侨权益保护座谈会。会
议主要围绕华侨回国投资置业、创新创业、工作生活
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权益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法、出入境管理法、慈善法等涉及华侨
权益保护方面规定的贯彻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改
进意见，华侨权益保护立法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讨论。

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反映了当前涉及华侨权益的
一些突出问题，就有关问题发表见解和看法，并提出
了立法活动的相关法律意见。他们认为，制定华侨权
益保护立法十分必要，在立法时要体现以人为本、为
侨服务的宗旨，要贯彻落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工作基本方针。

（来源：中国侨网）

晋江普查侨情为侨修谱

福建省晋江市侨情普查工作现已全面铺开，除了
为泉州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数据
外，还将建设侨情数据库，为侨修谱。

晋江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数量
占泉州近 1/3、全省 1/5、全国 1/20。开展侨情普查工
作还将有利于精准帮扶侨界困难群众，在城市建设拆
征迁等方面，更好地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该项目将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姓氏谱
牒资源潜力，关联海内外华侨华人血缘、宗亲关系，
密切全球炎黄子孙的天然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向
心力，涵养侨力资源，为服务国家战略、实现民族复
兴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美国和统会访问上海

美国和统会联合访问团一行日前赴上海市松江区
参观考察。访问团一行参观了广富林遗址公园。在根
文化展示馆里，访问团成员们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
上海寻根之旅，对历史悠久的“上海之根”松江有了
直观地了解。成员们纷纷表示，漫步在广富林遗址公
园，就像在探访一座充满历史底蕴的繁华古城，充满
江南风格的墙瓦与碧波荡漾的富林湖相映成趣。

美国和统会联合访问团由全美和统会及美洲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两大团体的18个会员单位组成。

（来源：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从 5 月开始，吴蛮在国内的第一次巡
演“边疆——吴蛮和丝路音乐大师”在全
国 12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在吴蛮手上，
琵琶这种古老的中国乐器，被弹出了不同
民族的节奏和旋律，弹出了一种跨越东西
文化的音乐想象。

出生于杭州的吴蛮，是中央音乐学
院第一位琵琶演奏硕士。大学毕业后，她
以全优的成绩被保送研究生，先后师从
林石城、刘德海等名师。

1989 年，吴蛮获得中国民族乐器演
奏比赛琵琶组冠军。尽管前途一片大好，
但吴蛮不甘心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未来，
她想走出去“看看世界”。

1990年只身到美国发展，吴蛮发现那
时候西方对中国音乐的认知几乎是零。当
吴蛮抱着琵琶走上洛杉矶的舞台，西方媒
体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她的音乐，
纷纷把新闻焦点对准她的旗袍。后来的演
出，尽管很多人评论吴蛮“穿着不是演出
服的演出服在台上”，但她坚持自己的风
格，不穿旗袍，也不穿洋装，摘掉标签，她
更希望大家听自己的音乐。

吴蛮集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
中国音乐推广人多重身份于一身。她将传
统的祭典和喜庆音乐带进美国卡内基音
乐厅，让中国民间音乐家成为主角。

当下的这种创作，对演奏家来说是一
种挑战，但吴蛮却很享受很过瘾，“跨界是
一种经验的积累，你去了解别人，也更了
解自己。”吴蛮表示。

成名至今，吴蛮已获得诸多荣誉和数
个“第一”，但她最看重的，还是 1998年获
得哈佛大学女子学院颁发的研究学者奖，
在这一年的研究期间，吴蛮的视野不局限
于音乐本身，她更多地接触了科学、人类

学、社会学、哲学等不同领域。
吴蛮感叹自己学习琵琶是个非常幸运的选择。“用琵琶来

说话交流，有中国人的特色，有亚洲人的特色。我至今还在
不断地学习摸索，琵琶背后的东西太多，演奏上的，技术上
的，还有历史上和文化上的。”吴蛮说。

上月举行的清华音乐分享会上，怀抱琵琶的吴蛮走到聚
光灯下，弹奏起代表作之——《静夜思》。现场近200名观众
被她演绎出的韵味所感染。观众说“感觉像一股西域吹来的
风，柔美，有力度”。

“我希望我的边疆音乐会能够告诉观众，还有这样的音
乐，还有这样的声音，还有这样的文化底蕴在这里。给他们
更多的音乐，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因此，无论是在国外还是
在国内，举办琵琶独奏会我都要讲解，讲解之后你才知道在
听什么，才能听得有味道。”吴蛮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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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国广泛关注
的今天，华裔后代们追溯着祖先的足迹，带着家族历
史，怀着故土情怀，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南渡

“下南洋”最早从唐宋时期已有记载，20 世纪初
期，越来越多闽粤移民为躲避战乱远渡重洋，纷纷到万
里之外“讨生活”，徐均棠的父亲徐善元就是其中一
员。徐善元只身来到印尼邦加岛槟港，从贩卖猪肉开始
打拼，而后又做起了餐馆生意，慢慢地攒了一些钱，把
妻小都接来团聚。

等徐均棠到印尼时，家中已经可以资助他做起一些
小生意。18岁时，徐均棠和同龄移民一样，骑着一辆老
自行车，开始在西爪哇与南苏门答腊一带乡镇游走做小
买卖，因勤快节俭，又好学机灵，他很快有了一些积
蓄，家业也从此兴旺起来。

尽管自己没受过太多教育，徐均棠对子女的要求却
十分严格。“家中以说客家话为主，我们兄弟姐妹在印尼
长大，但都学会了客家方言。”

数十年后，徐均棠长子徐启忠仍然记得，每逢华人传
统节日，父亲母亲都要认真地庆祝，这也成为家庭内的一

个不成文约定，一直延续至今。
“子孙虽愚，华文不可不读。”徐启忠成人后，父亲这

样对他说。这句话也成为了影响徐启忠一生的诫言。

连“根”

或许是继承了祖辈的经商头脑，徐启忠从中学起就在
店铺帮忙跑腿，而后又去了新加坡巨港经营烟草与糖果店，
在雅加达的外资公司打工，很快便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

1985年，30岁出头的徐启忠开始自立门户，成为了万
鸦老的一名贸易批发商。游商经历和生活环境中多元的
文化氛围，让徐启忠变得比父辈更加“国际化”。徐启忠曾
要求每个子女必须学习一门印尼语之外的语言，汉语是
第一选择，为此他还特地请了老师到家里补习。

在徐启忠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印
尼人选择学习中文，华文教育和补习班在印尼各地兴起。
这让他觉得不能再等，必须赶在“大时代来临之前”，让孩
子学好汉语。

北归

为促进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北苏拉威西省从去年开

始委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当年9月，首批20名中学
毕业生被分别送往中国就读，其中就包括徐启忠的三女
儿徐丽雅。

如今，徐丽雅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学习生活。第一个
学期，她以95.3的平均分在班级位列前茅。

“很多汉语言文化，对于非华裔的学生而言需要较长
时间消化，但她往往马上就能掌握，这跟一些中华文化传
统在家中延续未断是分不开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师
郑雪芳说。

在徐丽雅眼中，学习汉语既有父辈的期望，也是自
己的兴趣所在。她说：“中国有高效快速的交通，发达
的互联网经济，我在一个班级能认识到几十个国家的学
生，这些都是在印尼没有见过的。”

如今，徐启忠在印尼的事业也有了新进展，正带领
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为当地导游提供华文对话培训。在徐
启忠眼里，自己所做的正是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搭
建语言沟通的桥梁。

从祖辈漂洋过海“下南洋”，到如今后辈们为了交
流合作、文化“回归”而各自努力，这是一个华裔家族
的百年记忆，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百年往来
与变迁的缩影。

（来源：新华网）

一个家族的“南渡”与“北归”
黄鹏飞 宋玉萌

由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主办的“郑和睦邻友好万里航”书
画联展日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此次联展展出了王新循创
作的百米长卷《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路》《长城颂》等，以
及钟正山创作的《郑和官邸图》《南洋渔村》等多幅水墨作品。
同时，展览还展出了 8件以“郑和下西洋”为创作题材的沉香
木雕作品，受到了马来西亚艺术爱好者的好评。

图为马来西亚著名画家钟正山 （右二） 在参观画展。
中新社记者 赵胜玉摄

中马书画联展

福州市外侨办一行慰问失依儿童。右一为陈圣明。

图为福州侨眷陈鸿年祖屋图为福州侨眷陈鸿年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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