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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喜欢把我比喻成猫，可软萌可女王，
独立爱自由。”记者见到高娓娓时，她身着一件波西米
亚风吊带连衣裙，一头黑色长直发上掩了一顶宽沿草
帽。相比于一般的家猫，她更像一只桀骜的山猫。

他乡逐梦

高娓娓是一名美籍华人，出生于重庆，离开家乡
远赴美国打拼已快 20年。如今定居纽约，日前因赴重
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逐梦他乡重庆人”返乡活动，
她再次回到故乡重庆。“这并不是我在去美国后第一次
回重庆，这里毕竟是我的根。”

高娓娓在电视、报纸、杂志工作过，做过制片
人、名人专栏记者、广告策划与宣传等工作。上世纪
90年代初，高娓娓随着“下海”大军赴广州工作，在
偶然的机会下涉足电视圈，成立了一家传媒公司，担
任制片人，首先与四川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儿童类
节目，后来又推出了一档中英文双语的中美交流栏
目。

现活跃于中美两国商界与文化界的她，拥有自己
的美高美国际顾问公司、美高美国际传媒公司，同时
还有 《高娓娓：娓娓道来》 视频脱口秀节目。因工作
需要，高娓娓时常在中国和美国间往返，是名副其实
的“空中飞人”。

美国万事通

“因为我一直热爱传媒，并且不管中途跨行做什么
都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我是真正把它当做一种
爱好。”高娓娓说，她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做朋友，也
喜欢分享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美国
的社会生活，她自 2009年起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分享
在美生活、工作时遇到的趣闻轶事。“没想到阅读量很
大，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博客堆积起来的人气让高娓娓成为了粉丝们心中
的“美国万事通”：“娓娓姐，我要去美国某某大学读
书了，该注意些什么呀”“娓娓女神，下周我要来纽约
出差，约个茶聊聊天怎么样”……高娓娓说，她非常
高兴大家把她当成了解美国的一扇窗口，聊美国社
会、聊人生百态。

在随后的几年，随着美国投资热兴起，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向高娓娓以及她的美高美投资顾问团队咨询
投资方面的业务，高娓娓公司的教育、传媒、地产、
投资、上市、资产管理等业务竞相发展起来。

交流使者

这次回到重庆参加“逐梦他乡重庆人”返乡活
动，高娓娓说她几乎在朋友圈、博客等社交软件上同

步直播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的很多外国朋友看到我
拍的重庆照片，留言几乎都是惊叹的，有些人从未想
到在中国西南部的城市，会有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和
繁华的城市景观”。

2008年5月，她和一位叫罗伯特的美国朋友一起到
了中国。第一次到中国的罗伯特到了上海后，站在外
滩，由衷地感叹了一句“我震惊了”！高娓娓说，罗伯
特没有想到中国的城市发展得如此快，对其印象还停
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5·12”地震发生后，高娓娓赶赴震区采访，带着
罗伯特在重庆短暂停留后驱车直赴灾区。“很多灾区小
孩从未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最开始都有些害怕
他，罗伯特很会逗孩子，很快有个孩子壮着胆子蹑手
蹑脚去摸了他一下，随后跑回小伙伴身边高声宣布

‘没事，他不咬人’！”高娓娓笑称，自那以后，罗伯特
回到美国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中国宣传员”。

“虽然已经定居纽约多年，但喜辣的口味却永远改
不掉。”高娓娓说，每次回重庆都是刚下飞机，行李还在
后车座上，就去吃火锅，一边吃一边感叹“果然还是要这
个味儿”。在火锅店里，当年抱着“美国梦”离开家乡、漂
洋过海去打拼的高娓娓脱去了各种社会头衔，回归“重
庆妹”。如今念着“思乡情”，万水千山再归故里。

（据中新社电）

当地时间 7月 12日，音乐人龚琳娜、老锣和乐
队在纽约曼哈顿进行排练。中国笙演奏家聂云雷参
与其中。7月14日、15日，他们将亮相林肯中心艺术
节，与美国跨界乐团“乐侃全明星乐团”展开合作，
带来大型音乐作品《云河山》。

左图为聂云雷（右二）正在演奏。
上图为龚琳娜（右三）、老锣（左二）及乐队其他

成员。
中新社记者 廖 攀摄

近一周时间，由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
教授杨松桂、美国托莱多大学教授熊丁丁
等 19位海外华人医疗专家组成的小分队在
林芝市辗转多地开展儿童心脏病筛查、培
训讲座等公益活动。

60 岁的杨松桂是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
著名的儿科医学专家。从老家湖南移居美
国30多年，仍能听到他未改的湖南乡音。

去年，杨松桂参加了在四川省甘孜州
举办的“共铸中国心”大型医疗公益活
动。他认为，带着国外先进医疗经验回到
中国帮扶同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
以，今年他又加入其中。

在他看来，西藏雪域高原是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的多发区。所以此行他和另外几
个儿科心脏病研究专家对儿童进行了重点
筛查。“幸运的是，在林芝市多布村，经我
筛查的十多名儿童身体都很健康。”

杨松桂还提起在林芝市儿童福利院的
见闻，“记得有个孩子给我展示了他手工做
的小赛车。他的愿望是将来当一名赛车
手。还有些孩子，用藏文工工整整写下了
励志的话。这让我真实感受到了政府对这
些儿童的教育和关怀。”

每年回国，杨松桂看见中国都在飞速
进步。他说，西藏的现状是祖国繁荣富强
的缩影，中国的不断崛起让远在海外的华
人地位越来越高，存在感也不断增强。

与杨松桂同为儿科医学专家的熊丁
丁，此行也深入林芝的医院和乡村卫生
室。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林芝市鲁朗镇卫
生院为全镇 300 多户 1400 多名村民建立了
健康档案。“张贴在墙上的信息栏里，分别
记录了多少人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
等。这一健康记录系统与美国有些相似。”

由于行程短，他遗憾去的地方还是太
少，“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为更多的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提供救助服务，也渴望获得更多的病例资料，为研
究高原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提供可靠数据。”

此行义诊，熊丁丁表示，不单单依靠“共铸中国心”这
个活动服务西藏民众，也期待每年抽一两个月定期入藏，为
病人诊治。

两位华人教授希望在美国集结华人医疗专家力量，专门
成立一家服务同胞的医疗帮扶协会，定期回中国为不同地区
的同胞解决病痛。 （据中新社电）

海外就业遇挑战

“据统计，目前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
人大约有 6000 万。”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高伟浓告诉本报，“华人在海外的就业问题非常
复杂，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现在，在美国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美国俄亥
俄州从事财会工作的华人安心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
她说，“对未取得‘美国身份’的外来人员，很多大公司
已经设置了严格的准入规定。”据安心了解，2016 年美
国仅发放了 8.5 万个 H1B 工作签证名额，中签率不足
50%，竞争非常激烈。

根据原菲律宾华教中心交流部主任、国侨办外派教
师张杰的介绍，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相对来说就业压力较
小。“这里华人的经济地位较高，当地的华企更愿意雇佣
华人，会中文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张杰补充说。

对此，高伟浓分析说，受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华人
数量、地缘文化亲疏等因素的影响，华侨华人的海外就
业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但总体来看，他们在海
外就业市场上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文化融合成难题

“‘老侨’已经基本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积累了
一定的人脉。这对找工作帮助很大。”旅美 30年的美国
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认为，这恰恰是年轻一代的“新
侨”所缺乏的重要资源。老侨与新侨是按移民时间划分

的。“一般把改革开放后从中国移民到海外的人称为‘新
华侨华人’。”高伟浓介绍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 《国际人才蓝皮书》 称，
“海外华侨华人的整体专业形象正在转变。”早期移居海
外的“老侨”主要靠“三把刀”——菜刀、剃头刀、泥
水刀谋生，意指华人移民最擅长的餐馆、理发和建筑这
三种职业。

而“新侨”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三师”——律
师、医师、工程师成为他们新的职业追求。

新变化带来新挑战。年轻一代的“新华侨华人”在
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需要打破文化隔阂，
融入当地社会。

操着一口流利法语、就读于法国诺欧商学院的华人
姑娘杨柳月尚未毕业，就已经早早获得了巴黎一家投行
的青睐。谈起自己的求职经历，杨柳月认为，克服语言
障碍非常重要。“在法国求职的华人，有时候会给人留下
比较保守、不爱讲话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因为语言不
过关。”她说，“熟练使用当地语言是弥合文化差异的重
要前提，否则是不可能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

“人际交往能力太重要了。”谈起自己的日常工作，
安心也深有感触。当地一家企业的面试官曾告诉她，能
够快速融入工作团队是雇员最重要的资质。“公司最看重
的是你的交流能力和处事情商，与当地人相比，华人在
这方面可能会差一些。”安心如是说。

蔡文耀告诉本报，在他看来，一些华人更喜欢和
“自己人”，也就是当地的华人社区打交道，却忽略了与
其他族裔之间的文化融合。“促进交流、扩大人脉才更有
利于就业。”蔡文耀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

“人需要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谈起自己对同龄人
的建议，杨柳月坦率地说。“年轻一代的海外华人受双重
文化的熏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工作勤恳努力，
是有一定求职优势的。”她认为，在学好语言的前提下，
要主动适应新环境；同时也要与当地同事及朋友多联
系，多相处，使他们逐渐了解并尊重中华文化。“双向的
文化沟通非常重要。”杨柳月补充说。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个人能力，完善综
合素质是求职路上的第一步。

“海外华侨华人有守望相助的传统。”高伟浓说。华
侨华人加强感情联络，彼此分享就业经验，也是促进华
人海外就业的有效途径。对此，杨柳月认为，可以成立
更多的海外行业协会，为同一专业领域的华人提供交流
和沟通的平台。

“来自华人社会的帮助是必要的，但对生活在海外的
华侨华人来说，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更加重要。”蔡文耀建
议华侨华人，“要多与自己的邻居、当地朋友及同事交流
感情，建立友谊，才会获得更有效的帮助。”

对此，安心告诉本报，“在国外找工作需要建立自己
的人际关系网。现在欧美地区比较流行通过社交网络来
找工作，基本上大家都在用。”在求职类社交网站上注册
账号后，需要主动联系意向公司的职员，介绍自己的优
势，以获得推荐名额。“在国外找工作，更需要毛遂自荐
的勇气和流畅沟通的能力。”

题图为新加坡唐人街 资料图片

《侨报》小记者访华团开启文化之旅

近日，美国 《侨报》 小记者访华团来到北京，感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美国 《侨报》 副总编辑、小
记者访华团团长卢仲维介绍，访华团成员经 《侨报》

“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选拔，由 20 名年龄在 10 至
15 岁之间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出生或长期居住在美
国，中文流利，对中华传统文化兴趣浓厚。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接受小记者
们采访时介绍，国务院侨办是为侨胞服务的部门，是
沟通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桥梁。她坦言，希
望有机会与所有的侨胞见面，为大家提供服务，最大
限度地拉近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距离，让他们更
多地感受到祖 （籍） 国的温暖。

裘援平希望小记者们传承中华语言文化，做中美
两国友好的民间大使，增进双边了解。

（来源：中国新闻网）

海外侨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7月12日，在中国侨联和南京市侨联组织下，来自
全球40多个国家的80位海外侨领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
加拿大南京同乡会会长王海澄在现场向海外侨领

们呼吁，今年国家公祭日当天，海外侨领在各自侨居
国开展同步公祭活动。“希望大家把南京大屠杀真相呈
现给国际社会，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清楚了解这段历
史。”纪念馆副馆长陈俊峰称，期待海外侨领在国家公
祭日期间举办同步公祭活动，“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
和平！”

（来源：中国侨网）

“海外归来看宜昌”活动在鄂开展

7月11日，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
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 24个国家的华侨华
人应邀来到湖北宜昌，参加了由宜昌市侨联举办的

“海外归来看宜昌”活动。
海外华侨华人先后参观了宜昌市规划展览馆、侨

资企业柏斯音乐集团、宜昌生物产业园、三峡大坝
等。在详细了解了宜昌的发展变迁和投资环境后，华
侨华人纷纷为宜昌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产业发展
和转型升级上的积极作为点赞。他们表示，此次到宜
昌收获颇丰，宜昌不仅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而且基
础设施建设到位、投资环境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来源：中国侨网）

聚焦华人海外就业

异乡打拼的苦辣酸甜
杨 宁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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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 《新西兰先驱报》 中文网报道，新

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发布的一份名为 《定居

新西兰：移民经历感想》 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新

西兰，超过一半的中国移民存在求职困难。对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就业是他们在异乡站

稳脚跟、谋得发展的第一步。他们的就业问题，

也一直牵动着各界关注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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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专家们正在西藏林芝开展义诊图为专家们正在西藏林芝开展义诊。。
中新社记者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任海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