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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味道”飘海外

来自中国东北的朱勇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经营

着一家中国料理店，至今已有 15 年了。“中餐在当地

很受欢迎，来店里消费的客人 95%以上是日本当地

人。”谈起自己辛苦打拼多年的小店，朱勇不无自豪，

“在日本餐饮业的淡季，店里的营业额也能基本保持稳

定。”

“在美国，中餐馆蓬勃发展，遍布各地。即使在很

偏远的地方，也可以找到中餐馆。”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

合会会长辛洪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餐味美价

廉，餐馆营业时间长，外卖服务非常周到，深受在美各

族裔包括主流社会的喜爱。”

朱勇和辛洪军的感受绝非个例。随着中国经济与世

界的广泛融合，“中国味道”正在飘香海外。

在热播美剧《生活大爆炸》中，主人公谢尔顿是一

个生活极为规律的科学家。周六是他的“中餐日”，川

菜“陈皮鸡柳”是他最爱的中国菜。这一普通的电视情

节，折射出“留洋”多年的中餐已成为国外民众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3月，据欧洲《星岛日报》报道，英国最受

欢迎的外卖榜单出炉，中餐赢得了35%的支持率，拔得

头筹，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外卖王”。

据 2016 年发布的 《全球中餐发展形势报告》 不完

全统计，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中餐馆超过 40

万家。

繁荣背后有隐忧

“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很多老华侨都是从餐饮业起

家的。最初，他们开设的中餐馆多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家

常做法加工食物。这样的事业起步很难形成强大的品牌

效应，进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

会会长兼菲律宾餐馆总商会秘书长蔡鸿语告诉本报。

中餐繁荣的背后，是业已显现的发展短板。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价廉”曾经是海外中餐馆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随着海外中餐馆数量的急剧

扩张，粗放式经营带来的问题不断暴露，“价廉”不再

是“实惠”的代名词，反而意味着品牌文化缺乏、服务

质量及卫生条件下降等问题。

对此，生活在法国里昂的华人王丽娜深有体会。她

告诉本报，“在里昂，中餐馆虽然便宜，但是品种和花

样很少，没什么特色，基本上都是小本经营。”辛洪军

也坦言：“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一些普通中餐馆，店面卫

生和店面条件普遍不好。”

在荷兰鹿特丹从事中餐业的林宇还有新烦恼。现

在，她的中餐馆面临着劳工短缺的问题。“老华侨基本

上已到退休年纪，而新一代的年轻移民大多在当地受过

良好教育，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不愿意进入餐饮行业工

作。从国内输入劳动力还面临荷兰法律程序的种种限

制，并不容易。”林宇介绍说。

从海外中餐业的整个行业发展来看，“用工短缺”

只是其面临的发展瓶颈之一。《全球中餐发展形势报

告》还指出，海外中餐业发展还存在全局意识、研究意

识、品牌意识等欠缺，以及正宗中餐传播渠道不畅、市

场壁垒等突出问题。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经营中餐馆的赵利认为，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一直保持老一套的

经营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多点施力助发展

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日前刊文称，“中国餐饮业要在

舌尖上与西方人找到共鸣，就必须尊重西方各族裔民俗

和饮食习惯。确立商品的市场定位，才能真正受到当地

民众的接纳和欢迎。”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破解中餐业发展难题，海外的

华人从业者正在努力。“顾客就是上帝，如果菜没做

好，我宁愿倒掉也不会端上桌。”谈起自己的经营理

念，朱勇坚定地说。他还介绍了自己根据当地人口味精

心研制的“番茄虾仁”等特色菜。林宇则认为，只有遵

守荷兰当地的卫生条例和法律程序，中餐业才能有更好

的发展前景。

“每一道菜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朱勇补

充说，“向客人介绍一道菜的制作工艺和名字由来时，

实际上是在介绍它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弘扬与传播中华文化

是每一位海外华人中餐从业者肩负的文化使命。

2016年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

报告》显示，中餐、中医和武术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最

强符号。其中，39%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餐是中国文化

的代表元素。

“中餐馆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文化符号

在海外的演进和传播。”赵利感慨道。

在推动海外中餐业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有中餐业华

人从业者的身影，还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支持。2014年，

国侨办推出“中餐繁荣计划”，旨在提升海外中餐业水

平，弘扬中华饮

食文化。据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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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动行业创

新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张卫奇于 1980年开始在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
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2008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
学院终身教授，任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

十几年来，他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
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
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学好德语 融入当地

张卫奇当年留学的决心是，要做到有本事和全世界
竞争，而不是在同胞面前夸耀。他坚持不投人所好，不
找捷径，凭着好奇心，努力融入。初到西德时，波恩的
中国留学生用十个指头就能数出来，处处都能感受到西
德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

当时张卫奇和同学们才学了一年多的德语，就能不
卑不亢用纯正流利的德语回答德国人的各种问题，介绍
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令很多德国人刮目相看。

德国人的友好和诚意以及无私的帮助，也让张卫奇
感到温暖，这是德国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语言是心灵的

窗户。”只有学好当地语言，别人才愿意与你沟通，你才
可能大显身手。

尊重生命 心怀感恩

在张卫奇教授看来，很多人将医学简单地理解为治
疗疾病的技术，这并不全面，因为医生对病人需要“有
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回想当年的开学典礼，医学院院长的一段话令张卫奇
记忆犹新：一个国家没有火车、拖拉机，缺乏财富，也许会
暂时落后，但不会影响国家的生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兢
兢业业、遵守职责的医生，那就是“人命关天”。

对于学医的经历，张卫奇教授深怀感恩之心：“它不
仅仅让我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更让我有机会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医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对生灵
的恭顺，对命运的忍耐，对他人的谦逊。”

沟通中外 搭建桥梁

张卫奇筹划写一本书，介绍德国精神病医疗机构的

演变史。德国人曾经也对精神病很避讳，而且德国社会
对精神病的宽容度增高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就如
现在中国还将精神病学科称作心理医学科，将精神病治
疗中心成为精神卫生中心。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将德国对于精神病研究、
认识、治疗及宽容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来，让国内对精神
疾病有更多了解。

他强调，精神疾病的治疗基于一种分析法的思路，
主要是以语言交流为基础，构筑于对生命、社会和人文
背景等的理解之上。当今主流精神病学科的主要理论和
教义都由欧美人发展和编写，深受欧美语言、社会风俗
习惯、宗教背景等等的影响，所以中国人在采用这些理
论和方法时需要结合我们的语言特点、人文特色等进行
适当地改良。

基于他本人对中西的语言和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认
识，希望能够发挥这个优势，起到一种桥梁作用，为中
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系统的健全出一点力。

来源：《欧洲时报》

“我希望用音乐、用大提琴推广
中华文化。”李垂谊讲到改编《红楼
梦》曲子的波折过程时这样说。

中国名著《红楼梦》于 1987 年改
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幕，引起轰动并成
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作曲家王立平为
之谱写的系列音乐作品，如《枉凝眉》

《红豆曲》《葬花吟》，至今仍令人称
道。李垂谊与香港音乐家黄学扬联
手，将王立平原作的 6首曲子改编成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
“刚拿到谱子时也很害怕，这么

好听的音乐不想随便乱拉，被妈妈
骂。”李垂谊笑言，他以前曾拉过中
国的音乐，但当时被妈妈说：“像一
个白面孔的人在拉，味道风格全都
不对。”他在欧洲学习西方古典音
乐，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只学技巧，
也要学到当地文化、音乐的传统。
他说，虽然在国外长大，《红楼梦》
也看不懂，但为了此次演奏，他听
了很多遍原曲，慢慢吸收了风格。

李垂谊说，7月与交响乐团巡演
时，他的二姐从美国到上海听了一
场后说，“你拉第一个音之后，我眼
泪都要流出来了”。这场演奏让她回
想起小时候看 1987 年版 《红楼梦》
电视剧时的情景。

李垂谊没想到，不少外国听众
听了一两首曲子后也都很惊奇地表
示，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马
上就问有没有唱片或录音，还发电
子邮件询问《红楼梦》的故事。

近年来，他已经在美国、英国、德
国、芬兰、克罗地亚、韩国等国家演奏

《红楼梦》曲目。听众的热情回馈，激励他不断改编完
善，并萌生“能不能改成长一点的协奏曲”的想法。

经数年努力，他终于在香港回归 20周年前夕完
成了《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有钢琴伴奏版和交响
乐版。与之合作演出的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著名指
挥斯拉特金，在指挥几次后也对 《红楼梦》“上瘾”
了，表示一定要去看电视剧。

“希望以后人们听到 《红楼梦》 就想到大提琴，
或者听到大提琴就想到 《红楼梦》。”李垂谊仍在探
索用大提琴演奏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曲子，“我希望
用音乐、用大提琴推广中华文化”。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京市侨联代表团访问巴黎

日前，北京市侨联代表团一行到访巴黎，与旅法侨
界座谈“一带一路”倡议。法国华侨华人社团的侨领及
代表40余人就海外华人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
作用各抒己见。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陆青江参赞与
领事部一等秘书李成元出席座谈会。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法国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戴安友首
先对北京市侨联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发挥侨胞作
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侨界最热门的话题，
在‘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下，法国侨界需要团结一致，
为共同的目标全力以赴。”

法国华侨华人会任俐敏主席代表法国侨界致辞表
示，法国华工商联合会始终积极团结旅法工商界人士，
关心支持家乡建设发展，大力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来源：《欧洲时报》）

美国华人天团纽约演绎中国名曲

日前，美国亚文交响乐团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布莱
恩公园上演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户外音乐会。这是中国音
乐首次在当地最中心区域举行的大型艺术活动中亮相。
中国音乐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到场。

演出中，华人艺术家们带来的 《拔根芦柴花》《百
鸟朝凤》《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一系列中国经典曲目，
让美国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而他们用中国传统乐器扬
琴和柳琴演奏的《查尔达斯》等欧洲名曲，更是让在场
观众耳目一新。

（来源：中国侨网）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感谢邯郸侨联赠书

近日，河北邯郸市侨联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对
邯郸市侨联赠送的 327册 《邯郸成语典故》 书籍，表示
衷心的感谢。信的落款是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

“邯郸杯”中国成语典故大赛发起人伍善雄。
伍善雄先生是定居英国近四十年的知名侨领，在英

国华侨华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近年来，他在异国他乡
致力于中文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邯郸杯”中国
成语典故大赛在英国举办以来，在当地不断升温，参赛
人数逐年增加。

今年初，为支持中国成语典故大赛在英国顺利开
展，邯郸侨联向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捐赠了一批《成语
故事》图书，赠的书籍主要用于对参赛学生的辅导，这
对于提升大赛举办效果、推动邯郸成语文化及中国传统
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来源：邯郸侨联）

芬兰举办庆百年留华校友颁奖文艺晚会

8月12日晚，由芬中艺术文化协会携芬兰留华校友会
主办的“庆百年留华校友颁奖文艺晚会”在赫尔辛基的亚
历山大剧院举行。晚会创历史先河，首次对为芬中文化、
教育、经济、科技和艺术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芬
兰留华校友进行了表彰。

晚会上，芬兰的知名华人艺术家和芬兰艺术家表演
了乐曲、舞蹈和京剧等节目。芬兰议长洛赫拉出席此次活
动，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为晚会祝词，感谢为中芬两国人
民做出贡献的芬兰友人，并祝愿中芬两国人民的文化交
流活动和友谊不断加深。

（来源：芬中艺术文化协会）

积极融入当地 中华文化为根

海外中餐：为有源头活水来
张永恒 李嘉宝

今年，中国的一道名菜“夫妻肺片”在海外大

出风头。日前美国《GQ》杂志发布的“美国2017餐

饮排行榜”中，这道菜被译为“史密斯夫妇”荣登

榜首，被评选为“年度开胃菜”。美国著名餐饮品赏

大师布雷特·马丁评价其为“唤醒味蕾”的佳肴。

近年来，伴随着华人走向世界的脚步，中华美

食风靡全球，为世界演绎着精彩纷呈的“舌尖中

国”。然而，中餐“植根”于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之

土，要在异乡“开花结果”也并非易事。

侨 界 关 注

图为美国图为美国《《GQGQ》》杂志发布的杂志发布的““美国美国20172017餐饮餐饮

排行榜排行榜””排名第一的中国名菜排名第一的中国名菜““夫妻肺片夫妻肺片。”。”

图为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餐从业者朱勇开发的融

合日餐特色的中餐。 （朱 勇供图）

华 人 社 区

张卫奇：搭建中外医学沟通的桥梁
陈 磊

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

会教育中心举办“和平节”音乐会，以期让更多民

众、尤其是年轻人铭记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来自

多个族裔的表演者通过多元的表演形式，表达对战

争历史的反思以及珍爱和平的期许。

图为来自华人社区的表演者与其他族裔人士以

中西乐器合奏乐曲。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多伦多多伦多““和平节和平节””
音乐会举行音乐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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