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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教育 到处兴学

华侨兴学是海南文昌一大特色。早
在 1884 年，文昌海外华侨便出资兴建了
罗峰书院。如今，接受过海外华侨华人
资助的学校在文昌已遍地开花，几乎每
个乡镇都有海外华侨华人捐建的中小学
校。

文昌华侨中学由旅居东南亚的侨胞
集资创办。为感念侨胞，华侨中学的多
数楼宇以捐资华侨名字命名。有建筑风
格朴素的张学修教学楼、陈明谦教学
楼、符传军教学楼等，多为四四方方的
4 层楼；有坐落在学校大门旁侧的赵玉
山图书馆，楼体状似一本翻开的书，又
像是雄鹰展开的双翼；还有充满现代化
特色的陈文民科学馆，设有电脑室、物
理化学实验室、语音室多媒体功能厅
等。

为表达对华侨的感激之情，在华侨
中学的官方网站上，挂着许多张 《海外
乡亲捐资办学芳名录》，学校还特地编写
了校本教材 《侨贤泽桑梓》，记载了海外
侨胞心系家乡教育的深情厚谊。

为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兴建学校，多
位居住在美国的古稀侨胞，在加利福尼
亚州旧金山湾区成立了欣欣教育基金
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欣欣教育基金
会已投入了近千万美元的善款以及大量
人力物力资源，持续助力家乡教育。

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高玉祥夫
妇对国内农村小学的发展十分关注，他
们在参观学校时会问很细的问题，如

“学生们用的是什么厕所？”
欣欣基金会成立之初，主要着力于

学校的建设，完成了25个省市的333所欣
欣学校和阅览室的建造或修复。目前，
欣欣基金会不只满足于学校的建造，而
开始确保教育的质量，购买必要的教学
设备，分发奖学金，提供乙肝疫苗，培
训英语教师，捐赠图书等，展开“后续
方案”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水平。除此
之外，还展开新的教育方案，计划开展
英语和计算机教师培训、电子教学、大
学生实践等。

华侨华人助学基金会成功的关键是
在国内存在相应组织，并与当地教育
机构和企业展开合作。目前，中国民
政部已经正式批准欣欣基金会在北京
设立办事处，这使欣欣基金会一直以
来能够成功帮助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的
教育事业。

心系山乡 乐尽绵力

“十几年前，我有一群在旧金山湾区
中国统一促进会的朋友，当时我们都非
常关心祖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美国
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说。了解到当时国
内一些偏远和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为了
生活，每天都要帮家庭干活，会错过念

书的机会。因此，蔡文耀与朋友筹资兴
建了十余所小学，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

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会长姜彦彬
谈起捐资助学的契机时表示：“有一年回
家探亲，了解到村里当年有五个孩子上
了大学，但家里很难负担得起学费，日
子过得十分紧巴。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深知村里人培养大学生的艰难，
于是便决定资助这些孩子，每年给他们
5000元用作学费。”每一届受资助的学生
毕业后，姜彦彬还会像哥哥一样，为他
们出主意找工作。在姜彦彬的家乡——
河南省太康县的乡村，姜彦彬对大学生
们的资助被传为佳话。

此后，姜彦彬越来越多地捐资教育
领域，与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一起，
在中国需要的地方建学校、图书馆，出
资带山里的孩子去北京参观人民大会
堂、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大剧院等，让
大山深处的学生走进大都市，开阔视
野，树立理想。姜彦彬说：“做这些资助
活动，我们一直没有刻意宣传，只是源
于一种心情，那就是自己的经济条件变
好了，我们愿意在教育落后的地方尽微
薄之力，让孩子们安心学习。”

心系祖国 期待未来

“中国要强大，不单是建路、建房
子，更需要民众的进步。1979 年，我回
国探亲，亲人们知道我喜欢看报，特地

去公社找报纸给我。结果一找就是大半
天，拿给我的还是两个月前的新闻。我
这才了解到国内许多人没有机会接触教
育与新消息的状况，当时特别感慨。”蔡
文耀意识到，要创造中国的未来，还需
要从中国的教育入手，这是问题的关键
所在。

教育行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广东
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教师邝红军表
示：“教育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影响深
远’，这是功在当代，名在千秋的事业。
其他行业很难有这样高的地位与影响，
因此侨胞十分喜欢捐助教育行业。另
外，教育行业带有公益性质。无论是行
为习惯、教养方面，还是知识、能力方
面，学生成长得越好，对社会的贡献越
大。”因此，捐资助学表面上是教育行业
的贡献，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是对社会
的贡献。

有关侨胞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积极
影响，邝红军表示：“首先最直接的影响
是改善了办学条件。除此之外，侨胞心
系家乡教育事业还将促进异域信息感情
的交流，进而促进经济商务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比如广东的汕头、江门等地
区，海外华侨华人回来探亲，捐资助
学，不光会在教育层面有交流，也会在
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打破封闭状
态，如创建华文教育企业等。”

题图为桂林漓江风光。 资料图片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美籍华人邓文中如“候鸟”般
往返中美两国，从最开始的一年来中国3次，每次一两个
星期，到后来的每年停留两三个月，再到现在每年近 10
个月留在中国。邓文中说，因为“开放的中国，机会越
来越多”。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
被誉为“世界桥梁工程师”。他先后主持和参与了世界五
大洲百余座桥梁的设计工作，且多项工程创造了世界之
最，这也为他赢得了“邓式桥梁永无日落”的美誉。

当被问到“您与桥梁结缘半生，它是您的梦想吗？”
79 岁的邓文中回答，“我的梦想是把桥梁设计经验带回
来，为中国做点事情。”

邓文中 1938年生于广东肇庆，在香港求学后辗转欧
美，再踏上中国的土地是1979年，“以外籍桥梁专家身份
被邀请回国考察”。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他初识“中国的开
放与进步”，北京、上海、广州……上世纪80年代，邓文
中的脚步在中国大地流连。1994 年，他“尤其爱重庆的
开放与热情”，在山城创立了现今的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作为他在中国圆桥梁设计梦的大本
营。自2007年，邓文中被授予“重庆市荣誉市民”称号。

邓文中在中国设计的第一座桥梁是重庆菜园坝长江
大桥，整个桥梁设计耗时长达一年多，钢箱提篮拱的造
型犹如少女轻盈的腰肢。谈及设计初衷，邓文中说，“桥
梁是城市的一部分，应该配合所处的城市特征，需‘量

体裁衣’。重庆的气质犹如一个美女，山水风貌像是苗条
的曲线。所以山城的桥梁要尽量展现秀美。”

“每到中国的一个城市，我都习惯去看看当地的桥。
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的桥基本都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这一点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同。”邓文中认为，桥
梁设计分为技术和艺术，技术就是老师教授的知识，是
一个模仿过程，艺术则是创新。

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桥梁总数
已超过100万座，居世界首位，其中公路桥梁总数接近80
万座，铁路桥梁总数超20万座。“尽管目前中国的桥梁技
术已部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仍需要保持创新精神，
要积极‘走出去’向世界学习，共同发展。没有创新便
没有进步。”

作为桥梁工程理论的实践者，邓文中认为，一座成
功的桥梁要满足“安全、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要
求，造桥要务实、要创新，但不能鲁莽地前进，必须在
创新中兼顾有稳重的成分。此外，“创新并不是一味地创
造新的世界纪录”，邓文中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
世界纪录已很容易被打破。把桥梁造得漂亮、质量好才
是有意义的事，“一座漂亮的桥永远都会被人欣赏。”

天津大沽桥、辽宁沈阳浑河三好桥、福建三明台江
大桥……如今，邓文中及其设计团队设计的桥梁工程已
铺展至中国多个城市，他开始将一部分目光放在了人才
培养上。自 2007年起，邓文中自掏腰包设立了“邓文中

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完成学业，至今已
有270多人得到帮助。

“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很重要。”邓文中说，他希
望为中国做点事情，“一是把中国的桥梁建设得更好，二
是尽所能多培养一些人才。” （据中新社）

法国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将
于 6 月 11 日举行，根据民调显示，
由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
前进”运动推举的华裔候选人陈文
雄，将在巴黎第九选区获得 32%的
得票率，以第一名的身份晋级第二
轮。如果陈文雄在6月18日的第二
轮选举中最终获胜，他将成为法
国首位华裔国民议会议员。

5 月 29 日，陈文雄在巴黎法
国潮州会馆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

（如下图），阐述竞选纲领，回答
记者提问。

陈文雄表示，“法国正处于一
个政治重组的历史时刻。5月 7日
法国人选择了马克龙成为共和国
总统。法国有很多来自少数族裔
的国会议员，但迄今没有华裔议
员，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是我莫大
的荣幸”。据悉，巴黎第九选区共
有65600名登记选民，竞选议员的
候选人多达 24 名。陈文雄自 2008
年当选巴黎 13 区副区长，2014 年
获选巴黎首位市议员，2015年出任
法国亚裔高等理事会主席。一路走
来，“我一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
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不曾加入某
个政党，但我很清楚团结的意义。
如同我的父辈和祖父辈，我也是
一名企业家。我十分了解 13 区的
经济结构，以及在这里工作和居
住的男女老少。我在这里成长，
并见证了它的发展。无论是在工

作上还是在社团组织方面，我与13区都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我的同胞们就是我的首席顾问，依靠你们的
力量，我将继续全心投入到这一地区的活动中”。

陈文雄的竞选纲领重点关注民生、尤其是治安和
周日营业的问题。陈文雄强调，治安问题目前在法国
是普遍问题，不仅事关亚裔与到法国旅游的中国游
客。对此，他表示支持马克龙总统提出的有关措施：
增加1万名警察，增设社区警察，简化行政机构的繁文
缛节，将现有文职警察从办公室解放出来。

陈文雄表示，他一直非常关注法中关系发展，如
果胜选，他将充分利用国民议会这个平台，让更多的
法国国会议员们了解中国，进一步推动法中友好合
作。当选后他将提议在全法的学校开设中文课，并继
续推进巴黎市与北京市的双城友好合作关系。

陈文雄祖籍广东普宁。1975年，8岁的陈文雄跟随
父母移民法国，其父亲是已故著名侨领、华人企业家
陈顺源。陈文雄曾被评为 2016年“中华之光”年度人
物。

近日，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及其他多个族
裔社区的逾千名代表，在安大略省议会前举行和
平集会，对一项推动在安省立法设立南京大屠杀
纪念日的法案表达支持。有法案发起者表示，经
数月征集，支持该法案的民众签名已达10万个。

左图为提出该法案的安省议员黄素梅发言。
上图为和平集会现场。

余瑞冬摄 中新社发

侨胞心系家乡教育侨胞心系家乡教育
杨杨 宁宁 曲亭亭曲亭亭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桂林侨资企业联合会会
长陈隆魁来到广西阳朔县福利镇锁石村教学点、荔浦县
双江镇官相小学慰问学生，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与祝
福。2005年，陈隆魁与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
24名会员捐资援建了该小学。此后，陈隆魁每年都到学
校看望慰问孩子们。与陈隆魁一样，许多侨胞都十分关
心家乡教育，教育领域成为侨胞资助家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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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桥梁工程师”邓文中：

把中国的桥梁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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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邓文中设计的天津大沽桥。 资料图片

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调研华侨农场

近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志
健为组长的调研组一行10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外
事华侨委员会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赴桂林华侨农场进行
调研观察。此次调研活动约50人参加。

调研组首先到华侨文体馆视察，了解华侨文体活动
开展情况。接着到农场困难侨民家慰问。慰问后，调研
组一行视察了四期侨居工程建设、职工入住等民生工程
建设情况。在华侨文化馆，对农场历年来侨务工作、文
化建设、民生工作等情况开展调研。

北京召开全国侨联联络工作会

近日，2017 年全国侨联联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到，2016年是全国侨联系统海外联络工作取得
重大突破的一年，“海外侨胞故乡行”等活动的成功举
办，改变传统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基层主观能动性，形
成了全国六级侨联共同参与海外联络工作生动活泼的局
面。

这次全国侨联联络工作会是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中国侨联改革关键阶段召开的全国侨联系统一次重要
会议，会议对侨联海外联络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
侨联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切实在工作中加以遵循。

天津明确“十三五”侨务工作目标

天津市政府近日印发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
实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 （2016-2020年） 的意见》（简
称“《意见》”），明确“十三五”期间该市侨务工作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意见》 指出，将围绕天津建设发展需要和海外侨
胞、归侨侨眷生存发展需求，促进侨务工作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提升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层
次和水平，提高服务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能力，积极动
员和支持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更深程度上参与天津创新发展。

重庆市外侨办引资引智促建设

近日，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召开会议，围绕重庆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的“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要求，突出平台建设、
品牌建设、资源整合三大抓手，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在平台建设上，将通过优化友城布局、扩大友好城
市“朋友圈”，吸引更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来渝设立
领事、商务和办事机构；通过优化对外开放环境，增强
外国人在渝生活的便利便捷程度。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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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为陈文雄右二为陈文雄。。 李永群李永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