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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华侨华人呼吁尊重九二共识

本报纽约5月17日电（记者李秉新）日前，纽约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发起联署行动，美东地区200多家华侨华人机构共同签署
声明，呼吁台湾当局以人民利益为重，回到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
上来，重建两岸互信机制，共同维护海峡两岸和平发展。

声明说，海峡两岸和平发展是现阶段两岸同胞和世界各地
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走向最终统一，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事实已经证明，两岸和平发展
曾经给两岸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两岸之间
的经贸文化合作赋予了台湾经济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在中国
大陆强大国际影响力带动下，台湾也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更多
参与空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了解。同时，台湾海峡的
和平局势也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两岸人民在和平发展有利形势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一年前台湾发生“政党轮替”以来，由于台湾当局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使两岸之间的互信机制失去基础，交流合作中断。台湾
当局的执迷不悟严重威胁了两岸和平发展大好局面，并导致了前
些年来之不易的诸多和平发展成果付诸东流。此举实际上已经背
离了岛内人民的意愿，损害了同胞们的切身利益。

声明最后说，美东华侨华人各界希望台湾当局尽快认清形
势，尊重两岸人民以及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以实际
行动共同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发展。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

日前，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兴建的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在
历经几代人之后，新加坡华人已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
自身的文化身份，具有本身的独特面貌。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耗资1.1亿元，得到政府和华社的大力
支持。中心位于滨海金融中心，由政府拨地兴建，大部分建筑
费由政府出资。筹建期间，华社筹募了超过2900万元，这笔捐
款还能在文化配对基金下得到政府另外1500万元的拨款。

李显龙说：“这座新文化地标是关心本地华族文化发展的人
士和团体过去5年来努力的成果。它代表了生活在这个岛屿的人
们多年来所坚持的一种文化情怀。” （来源：中国侨网）

全印度华侨华人协会成立

全印华侨华人协会近日在新德里举行成立大会。驻印度大
使罗照辉、程广中公参、闫晓策参赞兼总领事，驻加尔各答和
孟买总领馆代表，协会首届理事会代表以及在印中资企业、留
学生、国内媒体驻印记者代表出席。

会前，全印华侨华人协会筹备委员会举行了会议，通过了
协会章程，协商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来自新德里、加尔各
答、孟买、班加罗尔等地的19名侨界代表担任理事。

程广中主持成立大会并致辞，强调首次成立印度全国性侨
胞组织掀开了印华侨华人历史新篇章，希望在印华侨华人以此
为契机，努力做中印友好的促进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谐
侨社的建设者，不断提升全印华侨华人共同福祉。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菲律宾华支退伍军人总
会、华支后裔联谊会举办活动，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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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华支”） 建军 75 周年。
图为华支老战士李康希向菲律

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献花。1942
年 5 月 19 日，菲律宾华侨组成抗日
游击支队，与当地人民一道抗击日
本侵略者。

中新社记者 张明摄

增进中缅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一带一
路：侨爱心光明行”活动，20日在缅甸仰光迪德谷
瑞碧恒眼科医院举行。该活动计划为当地 200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本次活动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云南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等单位主办。200名患者的手术费用由旅
居德国的华侨企业家、慈善家张禹华捐赠，手术由爱
尔眼科国际援助医疗队专家实施。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于边疆参赞表示，眼睛是心
灵的窗户，此次活动不仅为200名缅甸患者带来了光
明，更为缅甸的200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希望。“感谢
主办单位、协办方及医务工作者们，你们的拳拳爱
心、你们的精湛医术将为中缅两国深厚情谊增添鲜
活的、沉甸甸的一笔。”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何继宁表示，此次
是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第二次
走进缅甸。“活动不仅弘扬了人们扶危济困、助人
为乐的公益情怀，也表达了中缅人民友好互助的胞
波情谊，传递了中华文化‘亲望亲好、邻望邻好’
的价值追求，与此同时，还展现了全球华侨华人支
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谋求共赢发展的美好愿
景。”

缅甸共有 6000多万人口，其中白内障患者达 30
余万人，但眼科医生仅有 300多名。迪德谷医院院长
高僧阿信·肯玛迪力灵伽亚表示，此次活动对仰光地
区的白内障患者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碳”。衷心希望
今后能举办更多类似的国际医疗援助活动，让更多
缅甸人民得到帮助。

启动仪式现场，医疗队医生还为前一天成功实
施手术的患者进行复查。

来自仰光达美镇区的患者吴昂温已年逾八旬，
以前左眼白内障，看东西一片模糊，另一只眼视力

不好也看不清楚。术后他惊喜地发现，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远处的一
扇门。

“手术后一切都顺利，现在（伤口恢复）非常好，打开纱布，透过（塑
胶眼部保护罩上的）小孔能看清楚，真是太高兴了，一点也不疼。”吴昂
温说。医疗队人员介绍，该患者术后的左眼裸眼视力达到了0.8。

“侨爱心光明行”是中国侨联公益品牌项目之一，活动自 2005年
启动至今，已帮助国内外数万名困难群众复明。今年，该活动还计划
赴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多个国家开展。

（来源：中新网）

“我们以出版中国和中日交流内容的日语图书为
主……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是心系中国的华侨
华人的使命，作为出版人，更是如此。”赴日26载的
日本侨报出版社社长段跃中日前在东京这样说道。

把中国故事介绍到日本主流社会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也是日本侨报
出版社创办 21 周年。在位于东京池袋的出版社里，
会客厅墙上贴满了该社出版的书籍封面印刷小样。

《中国梦，谁的梦？》《绿色中国》《必读！现在的中
国有意思》 ……直达天花板的书架上摆放着该社出
版的330多种书籍中的一部分。其中最早的一本书是
1998年出版的《在日中国人大全》。

上世纪 90年代初，段跃中负笈东瀛求学，博士论
文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在校期间，
他办起日语报纸《日本侨报》，继而与妻子在1996年创
办了日本侨报出版社。随后出版的《在日中国人大全》
收录了上万名活跃在日本各界的华侨华人数据，首次
全面展示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现状。这本书在日产生很
大反响，《朝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NHK）等主流媒
体都予以详细报道。

这是段跃中和他的出版社在日本讲述“中国故
事”的开始。

在创业 10周年之际，段跃中开始意识到不仅要
讲好在日华侨华人的“中国故事”，更应翻译出版中
国的好书，把来自中国的故事介绍到日本主流社会。

引导日本社会客观认知中国

从2007年开始，出版社每年推出一本《必读！现在
的中国有意思》，由 40多名日本编辑从中国主流报刊
的大量文章里遴选内容，加上图片和短评，向日本读
者介绍一年来中国最鲜活的动态和发展变化。

同时，出版社积极引进中国各地最新的优秀图
书，让日本社会及时了解中国的新形势，客观认知中
国。

“2012 年，日本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中国梦’一词
频频出现，但包括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在内，对其真
正内涵其实并不了解。为此，我们翻译出版了《中国
梦，谁的梦？》，不仅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还被日本明治
大学等高校采用为教科书读本。”段跃中说。

此外，出版社还与日本一些著名书店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每逢有新书出版就共同举办新书发行
会、作者签售会等。段跃中说，在日本某大书店举行的
讲述老子思想的《远离烦恼的人生讲义》的推广会上，
有位日本年轻人表示，第一次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思想
学说，他认为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

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段跃中发现，由日本朋友以自己在中国工作和
生活的切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可
以吸引和感动更多日本读者。于是他们策划了“日
本朋友讲中国故事”系列演讲以及“难忘的中国留
学故事征文比赛”等活动。其中，系列演讲活动共
举行了 15场，邀请了日本演员关口知宏、作家石川
好、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等分别讲述了
他们所体验的“中国故事”。

此外，为了联合更多日本出版社参加到讲中国
故事的行列中来，日本侨报出版社与中国环球新闻
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2年共同创办了一年一度的
中日出版界友好交流会，吸引了上百家日本出版社
和媒体的参加。

“我们正在翻译制作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
战》。‘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期间，已经
有日本学者打电话来询问是否有关于‘一带一路’
的图书，”谈到手头的工作，段跃中兴奋地说，“作
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不断发展，我们从心底自
豪。作为在海外的出版人，我们希望讲好‘中国故
事’。”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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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跃中：在日本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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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爱尔眼科国际援助医疗队主刀医生之一杨建宇医生为缅甸白
内障患者复查。 （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菲律宾纪念华支建军菲律宾纪念华支建军7575周年周年

这个唱台越搭越大

如今的“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
大赛开始火遍海外。

这项大型公益性侨务文化交流活动，由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
同主办的。通过中文歌曲比赛的形式，“水立方杯”大
赛自 2011年启动以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
人的参与和关注。

“举办 6年来，活动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参与的人数
也越来越多，参赛选手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北京市政府
侨办文宣处处长李晓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如是介绍“水
立方杯”大赛 6 年来的发展状况。“2011 年首届‘水立方
杯’大赛在海外共有 11个赛区，来北京参加总决赛的选
手有 29 名。到今年，海外赛区数量已经上升至 43 个，最
终来北京参加总决赛的选手将超过100名。”

除此之外，另一组数据也显示了“水立方杯”大
赛在海外的不断升温：2011年，首届大赛共有19个侨
团和华文教育机构承办了当地赛事，500多名选手报名
参赛；2016 年，大赛有 800 多家海外侨团侨社参与组
织，5000多名华裔青少年报名参赛。

“‘水立方杯’大赛自 2011年举办以来，在美国
赛区的热度越来越高，参与的人数和档次也在提高。”

《美中时报》副社长陆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对各届
“水立方杯”大赛在美国赛区的情况，《美中时报》 等
当地华文媒体都保持着报道与关注。

“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已经在 6年内
吸引了 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赛。今
年，大赛还进行了升级：“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文歌曲大赛变身“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
文歌曲大赛。不难看出，参赛对象的范围由海外华裔
青年扩展到了全体海外华人，同时，该活动也搭载上
了国侨办打造的“文化中国”系列活动。

“水立方杯”联结侨胞

“水立方杯”这一名称本身还包含着特殊的含义，
一场“水立方杯”大赛也广泛联结了海外侨胞。

“‘水立方’是由来自 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万
多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捐资 9.4 亿元人民币建成的。
这些侨胞想以此为圆中华百年奥运梦贡献一份力量。
所以，水立方本身就彰显着华侨华人同胞的中华情。”
李晓菲在介绍举办“水立方杯”大赛的缘由时说，“为
了回馈这些侨胞，同时让水立方凝结的中华情在年轻
一代身上传承下去。国侨办和北京市政府倡议举办了

‘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
以水立方为载体，以中文歌曲大赛为形式，“水立

方杯”大赛架起了沟通海外侨胞、沟通侨胞与祖
（籍） 国的桥梁。

每一场“水立方杯”大赛都是一场海外华人的盛
会。以2016年为例，“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歌唱
大赛在32个国家举办了100多场比赛，800多家海外侨
团侨社参与组织，现场观众累计达2万多人次。“那场
比赛非常重要，我认识了许多像我一样追求唱歌梦想
的同胞。那么多个国家的朋友齐聚一堂，机会特别难
得。我们每天一起培训，学习中国文化，唱喜欢的
歌，建立的很多值得保留一辈子的友谊。”2016年“水立
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冠军张若冰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欣喜地回忆道。随着“水立方杯”大赛的
规模不断扩大，在海内外的关注度和知名度的提升，
它对丰富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凝聚海外华人社会发

挥了积极作用。
大赛也已成为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关

系的重要平台。“通过歌唱比赛这种青少年比较喜欢的
形式，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搭建一个平台，让其有更多
的机会接触中华文化，接触祖 （籍） 国。”李晓菲说。

中文歌唱响中华情

“以歌传情，说好中国话、唱好中文歌，培育海外
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对祖 （籍） 国的归属
感。”“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唱的是中文歌，也是中华情。

“音乐无国界，一曲曲中文歌唤起人们对远方故土
的思念。同时这也是一种轻松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
在中文歌曲的传唱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了中华情。”远
在美国的陆昱对“水立方杯”大赛深情地赞扬道。

华文教育被称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留根工程”。
近年来，华文教育日益受到华侨华人的关注。致力于

“留根工程”也是“水立方杯”的初心之一。
“因为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语言载体是不可能实现

的。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二、三代，中文水平都很
差了。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他们学习中文，
进而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与热情。”李晓菲表示。

未来，“水立方杯”还将不断升级，中华情伴随中
文歌曲也将越唱越响。相比往年，今年的“水立方
杯”已经有了新变化。

2017 年，“水立方杯”被纳入国侨办“文化中国”体
系，更名为“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
赛”。国侨办在政策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大，

“水立方杯”大赛开始朝国家级文化品牌迈进。
此外，今年还新增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等为

大赛协办单位，并策划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助力 2022
年北京冬奥行动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大赛由面向海外华
裔青少年放开为面向所有的海外华人，比赛时分成青
少年组和成人组。”李晓菲介绍道，“此外，‘水立方
杯’也在逐步市场化，从政府主导变为政府支持，由
市场来运作，这样有助于其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海外华人唱响中华情海外华人唱响中华情
张永恒张永恒 张小丁张小丁

中文歌曲大赛选拔赛火热进行中文歌曲大赛选拔赛火热进行进行

5月 23日，2017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
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新闻发布会举行。5月以
来，大赛在海外43个赛区先后启动，选拔赛正
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5月18日，罗马尼
亚赛区的两名选手在选拔赛中胜出；6月 3日，
大纽约地区决赛即将举行；6月10日，悉尼赛区
选拔赛决赛也将紧接着拉开帷幕……

图为图为20162016““水立方杯水立方杯””大赛获奖选手演唱大赛获奖选手演唱。。（（来源来源：：千龙网千龙网））

图为北京水立方体育馆图为北京水立方体育馆图为北京水立方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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