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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会长、欧洲福建侨团
联合总会 （意大利） 主席、福建省侨联海外委员、南
平市侨联名誉主席、意大利亚细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
司董事长，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陈天明在意大利实现
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

而立之年 赴意打拼

陈天明，在闽北建阳出生、学习、成长，钟灵毓
秀的建阳赋予了他诚实、厚道、热情、直爽的品格。
1997年，28岁的陈天明经商受挫，希望换个环境，只
身前往意大利。“华侨华人赴海外，都要从打工开
始。”他也无例外，在一家浙商老板店里当裁剪学
徒，每天起早摸黑。

凭借过硬的裁剪技术和认真的工作态度，陈天
明很快在工厂里崭露头角、脱颖而出，赢得老板的
信任与青睐。接手分厂后，陈天明经过精细的市场
分析，迅速调整了经营策略，将工厂皮衣加工转型
为当时市场为数甚少的沙发皮套加工，改变了产品
方向，也改变了企业命运。从学徒到裁剪师傅，由
店长至工厂老板，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不服输
的韧劲与坚持的体现。

创新创业 勇于钻研

“进入一行就钻研一行、吃透一行。”这是陈天明
的行事风格。2006年，陈天明发现越来越多的意大利
华商都加入沙发皮套加工行列，利润越来越薄，生意
越来越难做。他认为书画市场前景广阔，市场空白就
是市场机会，于是大胆“尝鲜”，进入书画经营领
域。之后，他又延伸经营范围，引进时兴的陶雕、紫
砂壶、装饰画等艺术品。后来市场变化，字画产品严
重积压，公司经营面临困难。他又发现中医推拿在意
大利有广阔市场，不但在华侨华人中受欢迎，连“老
外”也喜欢。2009年，陈天明的推拿中心在普拉托开
张，深受意大利人的推崇和喜爱，几乎做的全是“老
外”的生意，许多身体疼痛的意大利患者都喜欢找中
医推拿进行治疗。

在多年搏击商海的过程中，他初心不改，始终有
种情结，难以泯灭。2013年，心怀梦想的陈天明再次
投下所有积蓄，成立意大利亚西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
司并出任董事长。公司成立后，陈天明把“学习、用
人、做事”视为他事业的三大法宝。当其他人还停留
在搞批发做生意的阶段，他已经开始重视团队的力
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陈天明的不懈努力下，

生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大。如今，陈天明的亚西亚贸
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成为意大利商海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

凝聚侨社 情系桑梓

2015 年，陈天明被推举为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
乡总会会长。担任会长以来，他团结会员，凝聚侨
社，为家乡经济社会和侨胞事业发展建言献策，着
力打造“团结和谐、亲情友谊、合作互助”的福建
侨胞之家。

不管是扶贫济困、捐资助学，还是修桥铺路、抗
灾救助，陈天明总是慷慨解囊，一路在前。在中国汶
川、玉树地震中，他马不停蹄奔波于各地，发动侨胞
捐款捐物。2016年 4月，陈天明返乡祭祖期间，援意
大利建阳籍侨胞委托将4000欧元善款转交给建阳区黄
坑镇新历村贫困村民柯积忠；2016 年 12 月，捐资 50
万元给南平市侨联，此类善行举不胜举。

在意大利这块文明而古老的土地上，一位怀揣梦
想的年轻人，用 20年的光阴，白手起家，从一点一滴的
生意做起，以打拼的闯劲、担当的品格、创新的精神、济
世的情怀，实现了有志青年在意大利的华丽转身。

（来源：福建侨网）

海内交知己 真诚心相依

1974年8月15日中国和巴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
了今年，中国和巴西已经携手走过43个年头。据当地媒
体报道，8月15日，巴西中国议员阵线在首都巴西利亚
众议院举行中国移民纪念活动。该阵线主席福斯托·皮
纳托向众议院全会递交提案，要求将每年8月15日设立
为“中国移民日”。

自1812年葡萄牙政府将大约400名中国人从澳门迁
至里约热内卢种植茶叶，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移
民积极前往巴西打拼，两百多年来，大批华人先后踏上
这片热土，在陌生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站稳脚跟。时至
今日，华侨华人在巴西已由最初的寥寥数百人变成超过
30万人的庞大群体。巴西华人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勤俭节约的美德立足巴西社会，令巴西国内的民众刮目
相看、频频竖起大拇指。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驻巴西联邦共和国前大使陈笃庆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道：“巴西议员提议设立‘中国移民日’显示出巴
西华人群体经济社会上的成就得到了巴西社会的肯定和
重视，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巴中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具
体体现。”

“巴西是桑巴舞的故乡，所以巴西人都很热情，他
们把华人当做兄弟、当做自己人。”在巴西从事谷物贸
易的林泽成说道。

地图上很远 合作上很近

“巴西是一个移民国家，我曾经参加过1993年巴西举
办的‘万国节’。当时的‘万国节’就是移民节。”巴西华人
协会常务副会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团长李青霞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道，“而此次巴西议会的议员提出单独给中国

设定一个移民日更是不容易，这表明巴西民众对华人有
很强的认同感。同时，这也与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密
不可分。”

巴西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巴西
也是南美洲唯一加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些年，中
巴两国在国际多边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双边关系日益密
切。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李锦辉对中巴经贸
往来、互惠共进有着直观的感受：“2016 年，中国巴西
温州同乡会联合几个侨团向圣保罗市议会提出设立‘中
国日’，今年，巴西地方政府主动找我们，要与我们共
同举办这一活动。同时，他们提出许多最优惠的条件，
希望我们给巴西的地方经济带来助益。”今年9月份，巴
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和另一个文化交流社团将与圣
保罗东北部6个城市的市政府将共同举办“中国日”活
动。

据路透社刊文，近几年，受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
下滑的影响，巴西经济衰退并引发政府财政恶化、失业
率高居不下等突出问题。巴西国内众多学者认为，在这
样艰难的时刻，中国是巴西合作伙伴的不二之选，同
时，巴西应该学习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日前，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接受巴西《圣保罗州
报》 采访时称：“当前，巴西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挑战。
但经过中巴双方共同努力，中巴关系保持了稳中求进的
态势，在政治、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

据巴西《南美侨报》8月14日报道，巴西总统米歇
尔·特梅尔将于9月1日前往中国访问，并在厦门参加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预计中巴之间将签署多项投
资和贸易协议。

“中巴经济与合作不断深化，给华人创造了很多机
会。”巴中经贸交流中心总裁方激说，“我们巴中经贸交流
中心就在近年转型，服务于中资企业，挖掘巴西市场商

机，为中资企业投资巴西项目落实做了很多工作和努力。
成为巴中合作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感到很荣幸！”

海阔凭鱼跃 爱拼才会赢

“巴西就像一艘船，国内的政局动荡源自政党斗
争，是船长、大副、轮机长争夺领导权，乘客因为大船
掌控不好肯定感到有点晕，但船是不会沉的。”这是陈
笃庆对巴西现状的认知。同时，陈笃庆指出，巴西作为
一个贸易大国，受国际金融市场、商品价格市场影响
大。但巴西资源禀赋优越，经济情况在不远的将来会有
好转。

经济危机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巴西华人在逆境
下，“爱拼才会赢”。

“华人要在危机中寻找机遇，最重要的是必须转变
经营方式，提升自身素质，努力创新，走出‘舒适
区’，向高端方面攀登。”李锦辉说，“如今，中国高新
的产品、技术越来越多，这为巴西树立了榜样，也给华
人提供了一个机遇。低廉产品的相互拼价不是求存之
道。巴西时下的经济形势，包括‘中国移民日’的诞生
都将驱使我们华人主动作出选择。”

现在有不少华人迎难而上，选择在巴西本土设厂并
创立自己的品牌，利用对巴西的了解和长期在巴西生活
的优势，深入巴西社会和经济，把握更多的投资和商
机，在危机中求创新、求发展。

同时，当前华人正积极改变以往在政府部门和军警
各界工作人员屈指可数的状况。巴西华人积极参政；当
地华团积极与政府、当地主流媒体进行交流，努力拓宽
属于华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在这时，“中国移民日”的出现给予了华人更大的
勇气和努力的动力，让华人们铭记自己血液中所镌刻的
中华文化印记，并带着这样的意识主动参与巴西社会，
发出自己的声音。

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庆生

近日，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成立12周年庆
典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的
30多个华侨华人妇女社团代表350余人出席会议。

圣彼得堡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李双杰说：“欧妇
总会在经历 12年的发展已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总
会成员将携手共进，继续为树立海外华人女性新形
象做出努力。”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主席张昆
芳表示，总会全体成员将共同努力，通过与欧洲各
国妇女之间的联络、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帮助欧洲华人女性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来源：《欧洲时报》）

巴西“安徽海外侨胞联络站”挂牌

近日，安徽省委副书记信长星率经贸代表团访
问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华人联谊会为“安徽海外侨
胞联络站”授牌，并同当地华侨华人座谈。中国驻
里约总领事李杨出席。

信长星说，代表团此行与里约华人联谊会共同建
立“海外侨胞联络站”，旨在加强与巴西华侨华人的联
系，成为信息沟通的桥梁纽带，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到
安徽投资兴业。李杨总领事表示，中国与巴西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日益深化，双方合作潜力巨大。里约总领
馆将积极支持安徽省企业到巴投资，为促进中巴关系
贡献力量。里约华人联谊会会长邱海琴表示，在巴华
侨华人一直心系祖（籍）国，希望借助安徽海外侨胞联
络站，能够为祖（籍）国发展繁荣添砖加瓦。

（来源：国际在线）

华人科学家再获阿尔巴尼生物医学奖

日前，阿尔巴尼生物医学奖宣布将 2017年奖项
授予5名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先驱性贡献的杰出科学
家。80后科学家张锋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获得此奖项
的华人学者。 阿尔巴尼生物医学奖是全球生物医学
领域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奖金金额仅
次于诺贝尔奖，被视为诺贝尔医学奖风向标。

该奖项由美国纽约州阿尔巴尼医学中心设立，
旨在“鼓励和表彰对提高人类健康和促进开创性生
物医学研究的非凡和持久的贡献”。此前一位获得阿
尔巴尼生物医学奖的华人学者是北京大学生物动态
光学成像中心主任谢晓亮教授。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欧华传媒

日前，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
季星星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六人访问了西
班牙欧华传媒。欧华传媒社长兼总编辑陶辛夷女士
和总经理陈纲宇先生接待了代表团一行。

代表团成员观看了西班牙欧华传媒简介视频，
听取了陶辛夷社长关于欧华传媒的历史、发展和现
状的汇报，对欧华传媒十五年立足于双语办报建
网，坚持为华侨华人服务，受到西班牙主流社会的
密切关注，表示赞赏。多年来，欧华传媒始终坚持
立体办报，自觉承担媒体的社会责任，积极发挥文
化传媒公司的作用。代表团一行还详细了解了西班
牙华侨华人的情况和华文媒体的现状。

（来源：欧华网）

“一带一路”作为时下最受关注的热点，其
沿线未来的经济发展值得期待，同时，“一带一
路”的历史沿革更是值得了解。国家海洋博物馆

（以下简称“海博馆”） 作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的重要标志，开馆后特设“海上丝绸之路展
厅”，用以展示中国古代繁荣的海外贸易和文化
交往盛况。日前，年近六旬的新加坡华侨向海博
馆捐赠、提供了许多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精
品文物。

新加坡华侨严崇建1958年出生于新加坡，毕
业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其从事水下考古研究多
年，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创办
者。同时，严崇建拥有印度尼西亚颁发的水下考
古和沉船打捞执照，是巨港、穆希河水下文物打捞
所有权的唯一拥有者。同时，严崇建还曾参与过
黑石号、井里汶、印坦等重要水下沉船的打捞。

自 2014 年得知中国要建设海博馆的消息
后，严崇建就陆续向国家海洋博物馆捐赠、提供
了许多精品文物，特别是为海博馆收集并捐赠了
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藏品。

严崇建收藏的井里汶出水五代定窑白瓷碗、
北宋龙泉窑莲瓣纹碗等文物，器型精美，釉色圆
润，具有十分重要的展览和研究价值。万历平和
窑蓝釉地釉彩云龙纹盘和万历景德镇窑青花开光
花鸟纹石榴形军持，系东南亚地区沉船出水文
物，石榴形军持，造型别致。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钱币则是由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占领印度尼西亚时铸造发
行，出水于印尼穆希河流域。福建南平市聚贤建窑文化研究院
古法烧制的“曜变天目”建窑黑釉盏，再现了千年之前宋代

“曜变天目”建窑黑釉盏的辉煌。
目前，这些珍贵文物均已入藏海博馆，开馆后将与公众见

面。为表彰严崇建的爱国行为，2017年2月，海博馆筹建办公室
特聘请其为顾问。

为建设国际一流海洋博物馆，海博馆欢迎更多的社会贤达
能够像严崇建一样，投身到国家的公益事业当中，为中国的海
洋事业添砖加瓦。

提议设立“中国移民日”：

巴西对华人敞开胸怀
杨 宁 林小艺

1900年8月15日，这是巴西官方

记录的第一批华人抵达巴西的时间。

100多年后，8月 15日对于巴西华人

来说，不仅是中巴建交纪念日，更可

能成为他们专属的节日：中国移民日。

陈天明：闽北侨领华丽转身
魏 敏 陈志忠

陈天明：闽北侨领华丽转身
魏 敏 陈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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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严崇建向海博馆捐赠的文物。 文/图:天津《每日新报》图为严崇建向海博馆捐赠的文物。 文/图:天津《每日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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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区

近日，2017 年度“华梦计划”全美汇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ALEX剧院举行。

图为京剧培训班小学员汇报演出。
中新社记者 张 朔摄

图为巴西中国议员阵线在巴西众议院全会大厅举行中国移民纪念活动。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