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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先河

据新华社6月14日报道，当天，国家体育总局代表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向全球发出《相约全运
会共筑中国梦——致全球华人华侨运动员的一封信》，
宣布：全球华侨华人高水平运动员可以报名今年8月开
幕的第13届全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在发布会上表示，“为
进一步凝聚外籍华人、华侨的力量和智慧，增强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发挥全运会在体育事业改革
创新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我
们经过研究考虑，决定邀请外籍华人、华侨的高水平运
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第13届全国运动会26个大项34个
分项的比赛。”

据悉，本次海外华侨华人的报名工作将充分运用技
术手段，为参赛提供技术保障和便利服务。赛事组委会
将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报名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审
查，根据报名人数决定是否举办资格赛。体育总局官员
同时对华侨华人的身份标准做了标准界定。“外籍华
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
裔”以及“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华侨”的定义为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全运会期间，所有华侨华人取
得的成绩将会进行二次排名，不会影响到国内参赛代表
队的积分。

这是全运会 58 年来，首次向全球华人打开大门，
李颍川称这一改革举措为“破天荒”。此举也引起了海
外华人的热烈讨论。

“太好了！太好了！” 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连声说道，“这个改革举措一下子把几
千万华侨华人加了进来，极大地丰富了全国运动会的含
义，让我们海外华人多了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平台，大大
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侨李洁说，“这是一件大好

事，说明中国崛起以后更有大国风范。这体现了多元包
容的中国文化传统。吸引并包容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
民，才能让中国更有凝聚力，更加强大。”

水到渠成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以来心系祖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
展。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介绍到，海
外华人是新中国游泳、举重、羽毛球等体育领域的开拓
者，做出过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华人运动员义无反顾归国效
力，用行动支援新中国建设。1951年，印尼华侨、游泳
运动员吴传玉回到中国。1953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一
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他代表国家获 100
米仰泳金牌。1957年，当时香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容
国团回到祖国内地，两年后代表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
军。海外华人关注并投身祖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光荣传统
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更加广泛地参与到
中国快速进步的体育事业中。体育日益成为中国与海外
侨胞联系的纽带。1984年，许海峰实现中国人奥运金牌
和奖牌“零的突破”，当年一举拿下15金的中国人让世
界刮目相看，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绝佳表现让全世界华
侨华人备感骄傲。时至今日，中国运动员在国外比赛
时，华人常会到场助威，为胜利欢呼，为失利惋惜。

除了关注祖籍国体育事业发展，海外华侨华人自身
在体育运动上也展现了高水平的运动素养。连续三届奥
运会男单亚军、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是一名马来
西亚的华裔，多年来“林李大战”代表了当今世界羽毛
球的最高水平。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曾经刮
起过“林旋风”，华裔球员林书豪常常斩获不俗的数
据。具有华裔血统的美国游泳运动员倪丽雅在去年里约
奥运会上代表美国参加女子4×100自游泳接力赛。

而举办全球性华人运动会的呼声由来已久，2004
年，世界华人组织联盟会同部分华侨华人社团和知名人

士共同发起创办了世界华人运动会，自 2007 年开始，
先后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多次体育赛事
活动。

此次开放华人参加全国运动会，可谓是水到渠成。
蔡文耀激动地说：“全运会将来不单单是国内中国人的
运动会，将来也会是全球华人的运动会，对此我十分期
待。”

双赢纽带

张应龙说：“全运会的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将海外
华侨华人纳入全运会的比赛，是凝聚侨心的好政策，对
增强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将发挥重要作用。同
时，这也开辟了海内外华人交流的新渠道。与以往在经
济往来、教育交流等方面的交往渠道有着明显不同。一
方面，体育作为群众参与度高的活动，它会引起大众的
广泛关注，能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再往上提升一个层
次。另一方面，它也是专业性强的活动，能够吸引高水
平的体育人才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李洁作为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的华侨，她想起了近
日中国冰球队在当地选拔华裔冰球运动员一事。她说：

“众所周知，加拿大冰球是世界一流的，很多华裔在加
拿大从小就受到冰球熏陶，拥有不俗的实力。加入中国
队，可以让这些人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去展示自己，实现
自己的梦想，同时也能提升中国在冰球领域的竞技水
平。从这一点看，邀请华侨华人参加全运会，也将是一
件双赢的事。”

张应龙还认为，体育无国界，“一带一路”讲究民
心相通，体育将是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
式，是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渠道。除了竞技体育以外，
我们还有中国特色的舞狮、舞龙、围棋、象棋等体育活
动。海外华人是中华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借助海外华侨
华人搭建的桥梁，传播中国特色的体育活动，将助力中
国“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南加州侨界庆香港回归20周年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美国港澳之友会召集南加州侨
界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
雷及南加州多个城市华裔副市长、市议员出席当天的庆祝活
动。

美国港澳之友会主席李锦生表示，这是第一次在洛杉矶
华埠举行大型的香港回归庆祝活动。海外华人对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感触最深，同为香港回归感到欢欣鼓舞。20年来香
港同胞与祖国人民团结合作，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当天的庆祝活动还举办了华裔收藏家陈灿培提供的李小
龙图片及杂志展和特聘艺人精彩的演出。

（来源：中国侨网）

中国驻美大使馆推旅美服务平台

6 月 13 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推出 《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领区手册》、《旅美生活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
号、《领事随手拍》系列短视频等3项预防性领事保护公共服
务产品。

李克新公使在致辞中强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高度重视
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崔天凯大使始终把维护在美中国公
民、企业的合法权益作为大使馆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大使馆本着“挖掘社会资源，开发实用产品，前置宣传平
台，创新投放方式”的思路，不断探索领保应急处置和预防
性宣传的有效方式，推出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希望更多中
国公民从中受益，也期待更多合作方积极参与到领事保护工
作中来。

（来源：美国《侨报》）

7澳籍华人获女王生日勋章

日前，在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庆祝官方生日之际，超过
900名澳大利亚人荣获女王生日勋章。在今年的名单中，有15
人获得象征最高荣誉的澳大利亚同伴勋章，还有7名华人获得
澳大利亚勋位勋章。

对于最新获得女王授勋荣誉的900余名澳人，澳大利亚总
督考斯格鲁夫表示祝贺，他说：“对于所有荣誉获得者为国家
做出的贡献，我向你们表达最深切的祝贺、钦佩与敬意。”

在逾900名获得荣誉的澳人中，7名获得勋章的华人名字
十分耀眼。他们是新州福建会馆会长洪永裕、知名学者丁兆
璋、澳亚社区龙永雄等7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1990年，陈薇远赴德国，后进入斯图加特大学担任讲
师，并创办斯图加特汉语学校。她还兼任斯图加特中华文
化协会会长、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副会长等职，是德国
巴符州侨领。是什么成就了陈薇的“跨国教育梦”？对
此，陈薇的回答是“爱与坚持”。

远赴德国 梦想起航

陈薇和丈夫董明是重庆建筑学院77级的同学。大学毕
业后，陈薇成为后勤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官。董明则进入重
庆大学任教，之后赴德国攻读博士并留德从事汽车研发工
作。为了和丈夫团聚，1990年，陈薇远赴重洋。一年后，
他们4岁的儿子也到了德国。

初到异国他乡的陈薇发现，语言不通是一个大问题，
必须首先学习德语。为此，工作一段时间后，陈薇又3次
回到学校“充电”，每次差不多学习半年。凭着一股拼
劲，陈薇闯过了语言关，最后如愿登上讲台，应聘为斯图
加特大学的中文讲师。

斯图加特是德国四大工业城市之一，当年这里的华人
不多。由于找不到让孩子系统学习中文的地方，陈薇决定
自己教儿子中文，但几年后问题凸显：孩子在家学中文缺
乏语言环境和学习动力，还缺乏与外界的接触。“无论走
到哪里，汉语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正是由于这一最
纯粹的信念，陈薇萌生了创办中文班的想法。1997 年 10
月，陈薇在斯图加特大学借了一间教室，开办了一个中文
班，这便是斯图加特汉语学校的前身。开班第一年，招收

了13个学生，其中包括陈薇的儿子。

坚持办学 永不言弃

在异国筹办一所中文学校，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
难。陈薇决定一开始就从规范化入手。汉语班只周六开
课，陈薇聘请了一位老师负责授课，自己则专职管理，处
理各种疑难问题。

最初中文班的13个孩子中，最小5岁，最大10岁。年
龄悬殊大，老师将学生分为两个小班先后授课。一年后，
以中文班为基础，斯图加特汉语学校发展为注册登记的公
益学校。教学班也由一个发展为两个、三个。学校规模扩
大了，但陈薇也面临最头疼的问题——斯图加特大学没有
办法提供更多的教室。在与政府等多方协商后，当地一所
学校愿意周末借出教室。同时，陈薇将全部心血倾注到汉
语学校内部管理。多年来，每个周末上课，她都准时到
场，亲力亲为处理各种办学事务。陈薇事业的背后，离不
开丈夫的支持。每到周末，从事汽车研究工作的董明也会
来到学校，默默地担任学校的“勤杂工”。

在陈薇的感召下，汉语学校逐渐红火起来，学生和老
师人数翻了好几番。而且，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当地一
批华人主动报名，成为学校的义工。如今，学校开设了分
校，除汉语班外，还设有武术、中国绘画、舞蹈、美术、
儿童合唱团、瑜伽等文化班。2011年学校被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授予“海外华文示范学校”称号，2015年陈薇被推选
为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副会长。

巴符侨领 心系故乡

2016 年 11 月 28 日晚，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举办
“名誉领保联络员”续聘仪式，总领事向25名受聘人员颁
发了聘书。陈薇便是受聘人员之一。借助中文学校平台，
陈薇与许多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快人快语、办事风风火
火、热心公益的陈薇还成为斯图加特所在的巴符州侨领之
一，经常参与主办各类中德文化交流活动和商贸接洽。

陈薇说，离家越久，思乡之情就越浓。“我们热爱自
己的故乡，热爱并认同自己的文化，而汉语则是我们文化
的根。”她说，一个人如果不学好自己的母语，那么他不
管在外面有多大的成就，都像一棵无根的草，虚无缥缈存
在于这个世界。

6月13日，美国中国风艺术协
会与宝尔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为期 3
天的古筝免费体验项目。作为项目
授课教师的荷蓓蓓说：“短短的 3
天体验课，我们期望的是中国文化
能对大家有更绵长、深远的影响。”

荷蓓蓓说：“首先，我会带领
学员简单了解一下古筝的历史，以
及一些主要演奏的流派，其中也包
括一些现代和当代的表演形式。我
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到，古筝不仅被
中国古典编曲和演奏所应用，同时
也被很多西洋曲目及演奏形式所吸
收，甚至现在很多流行音乐为更好
地表达效果，也会融合古筝的音色
和演奏，这些基本知识是所有接触
古筝的人都应该大致了解的。”

“接下来，学员还会在 3 天的
体验课中，了解中国简谱在古筝中
的识别和使用，这也是学习识谱演
奏的基础乐理知识。学习简谱最直
接的目的就是带领学员们快速进入
曲目演奏的环节。在这一期的课程
中，学员们即将掌握两首耳熟能
详、旋律优美且容易上手的曲子。
一首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

《我和你》，另一首是武侠名曲《沧
海一声笑》。之所以在短短的 3天培训内就尝试指导学
员挑战曲目，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引起学员们的兴
趣，让他们感觉有成就感、有趣味，在最快的时间内
感受到古筝的美妙所在。当然，如果希望真正领略、
掌握古筝以及中国传统民乐的精华所在，并非一朝一
夕可以达成。我们这个项目意在将学员们领进门，感
受古筝的美感。”

最后，荷蓓蓓还说：“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
通过本次活动，为社区中的美国人培养一些对中国民
族乐器的基本认识以及对中国民乐的兴趣。因为我们
可以看到，在本次的体验课程中，前来参与的学员几
乎都是美国人，即使是华裔面孔也都是在美国土生土
长的，距离中国文化有些遥远。我们希望他们通过这
次体验课，起码对古筝不再陌生，在日后的生活中，
有兴趣去听一听含有古筝的音乐会，会留意一些有关
中国民乐元素的相关艺术等。”

连日来，中国与巴拿马建交的消息令巴拿马
华社沸腾。当地多个华侨华人团体均在媒体刊登
广告，庆祝中巴建交。

图为当地时间6月14日，巴拿马城华人餐馆
业主万先生及夫人向记者展示他们在当地主要华
文报纸《拉美侨声》上刊登的热烈祝贺中巴建交
的全版广告。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全运会向海外华人敞开大门全运会向海外华人敞开大门
孙少锋孙少锋 黄江林黄江林

国际乒坛赛场常出现的国家队与“海外华人兵
团”激战盛况有望再现，不同的是，这次将可能出
现在全运会的赛场上。

近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员会联合
向全球华侨华人运动员发出公告，邀请海外高水平
华侨运动员、华人运动员参加今年8月底在天津开
幕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图为第图为第1313届全运会主会场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届全运会主会场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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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薇：“跨国教育”梦成真

图为陈薇和丈夫董明。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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