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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网红”不断涌现

据报道，詹妮 8 岁从广州移民到美
国，和许多华裔学生一样，大学时主修商
科。舞蹈演员出身的她虽然一直梦想舞蹈
和演戏，但也只是在大型影视公司供职商
业部门。在面对媒体时，她坦言，“我觉得
不可能成为演员，美国的电视电影中少见
华人或亚裔”。

的确是如此，亚裔面孔长期以来一直处
于美国主流媒体圈的边缘。“在电视上偶尔
能看到华裔面孔，但是并不多，很难给我留
下什么印象。”生活在美国多年的崔依依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所以你要让我说出
几个常见的华裔演员，我就想到了刘玉玲。”

对于大多数美国华裔来说，想要成为
家喻户晓的“红人”是一件很难的事。不
过，近年来华裔“网红”不断涌现，成名
不再遥不可及。

“我在网上有关注美妆博主、搞笑视频
博主，他们很多就是华裔，还有一些漂亮时
尚的中国留学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青年
艾米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人称“华人小胖”的黄谷子，是大型视频
网站上的知名博主，他在视频网站建立自己
的频道发布作品，凭借着视频优秀的创意和
精湛的特效，至今已获得超过 700 万的拥

趸。就连凯文·波拉克、艾丽莎·杜什库等主
流的演员也参与过他的拍摄。

美国华裔“冯氏兄弟”冯缔文、冯缔雄因
为他们会吃的嘴，在当地有着响当当的名
声。“冯氏兄弟美食介绍”系列视频还越做越
火，2015年底他们在电视台开辟了一档美食
旅游节目，成功进入主流社会。

新媒体创造新机会

美国《世界日报》日前刊文称，美国主流
影视圈中，亚裔常被边缘化难以出头。《纽约
时报》2016年2月曾刊登了一系列对美国影
视行业内部人士的访谈，其中很多亚裔电影
从业人员表示，作为美国最为发达的行业，
娱乐业其实缺少相关的包容性。

王楠乔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一
名在读博士生，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
为，美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社
会观念中仍有“白人至上”的顽症；同时
由于白人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对于好莱坞
等主流影视圈子来说，白人会更受青睐。

与传统主流影视圈子将有色人种边缘
化不同，互联网新媒体却向所有种族敞开了
怀抱。《世界日报》援引分析认为，网络的普
及是造就现今不断涌现出亚裔“网红”的原
因，无论是走红的化妆高手、跳舞达人以及
各领域的视频博主，这些亚裔“网红”们原本

就存在，直到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才得以迅速
蹿红。上一代亚裔移民可能没有条件和机
会，但现在不一样了。

“互联网的普及冲击了传统的造星方
式，网络几乎是现在信息传播最快、覆盖人
群最广、用户消费能力最强的平台。”电影从
业者白一然分析，“对于大众而言，互联网将
造星过程变得更个性化。这不仅是美国华裔

‘网红’，也是世界各地的‘网红’涌现的一个
重要因素。”

崔依依认为，须有一技之长才能通过网
络收获主流社会的认同。“还要看机会，老天
眷顾了就红了。”她补充道。

在时尚领域，华人“网红”磨虹曾入
选 《名利场》 杂志评选的“2013 全球最佳
着装榜”，与她一同上榜的有英国凯特王妃
和“辣妹”维多利亚。据报道，2007 年从
广西移居美国后，她当起了家庭主妇。为
了充实生活，她萌生了写时尚博客的念
头，希望把照片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没想
到从最初的“路人”气质，转变到“时尚
女王”，她受到了不少媒体的关注，积累了
超过 40万的粉丝，成为不少品牌炙手可热
的合作对象。

成名不易勿忘初心

“我想过向‘网红’这方面尝试，毕竟

被人关注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艾米莉
坦言道。她是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一名大
学生，目前在社交应用照片墙上已拥有近
千名粉丝，但现在她已经放弃了“网红”
梦。“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实在忙
不过来。而且生活会被网络和手机填满，
学业将很难兼顾。”

对那些已经成名的“网红”而言，许多也
难逃“过气”的命运。白一然说：“网络传播越
简单，意味着竞争越激烈。明星尚且很难一
直火下去，更何况大浪淘沙的小‘网红’。”

正因如此，一些人为了“火”，往往会做
出疯狂的举动吸引眼球。詹妮曾表示，“社交
媒体有时可以成为很肤浅的媒介，容易让人
迷失”。她在媒体上呼吁，想要成名的年轻人
勿忘初心，保持真我。

对于美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华裔“网
红”，白一然认为，能成名就证明其具有市
场价值。随着华人在美国的不断增多，加
之中国电影市场的显著增长。对于资本来
讲，具有一定号召力的“网红”都是投资
的优选，所以在好莱坞等主流影视圈看到
更多的华裔“网红”将属正常。

崔依依也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华裔家
长对网络提起了兴趣，他们支持孩子通过
直播等方式经营特长和爱好。她说：“随着
社会的发展，网络将成为华裔青年摆脱刻
板印象，展现个性与才华的新渠道。”

近日，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9
名华裔青少年相约鹿城，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瓯越寻根之旅”。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历年来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营
员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还有不少“老粉”参加了好几次。“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了，在
这里我不仅学会了基本的中文交流能力，还交到很多世界各
地的好朋友，非常开心。”从奥地利回国的叶荣真说道。

用毛笔写方块字，缓缓吟诵古诗文，领略中华文字之
美；在棋盘前，“楚河汉界”相向而坐，调兵遣将，运筹帷
幄；奉茶鞠躬，拜非遗传承人为师，学习茶艺、米塑、剪
纸、瓯绣等传统手工艺……华裔青少年们在家乡的土地
上，亲近着独具魅力的瓯越文化，感受着别样的乡情乡音。

自 2005年鹿城区率全省之先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寻
根之旅”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是第12期，此前共有1300多
名华裔青少年通过夏令营活动，踏上文化追根之旅。风雨
兼程12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已成为鹿城侨务工作的“金
名片”。 （卓 如）

图为华裔青少年在学习传统手工艺。 鹿 宣摄

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过后，被害人家属不要
经济赔偿、不追究刑事责任。看似匪夷所思的故
事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慈悲和理性？

7 月 13 日，在侨乡青田县街头发生一起意外
交通事故。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的傅某，撞上
了正横穿马路的郑某，致使郑某当场死亡。经交
警认定，傅某负有事故主要责任。随后，公安机
关将傅某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检
察院受理该案后，对嫌疑人进行了审查。

按理说，这起交通肇事案应该以傅某获刑并
给出一定赔偿而告终。但在检察人员对嫌疑人进
行审查以后，案件发生了转折。犯罪嫌疑人在审
查中认罪认罚，且表示赔偿。同时，审查发现傅
某家庭情况特殊，属低保户，家中还有一个残障
的哥哥需要他扶养。随后办案人员与被害人家属
进行沟通，转达了犯罪嫌疑人傅某认罪认罚和愿
意赔偿的态度，也介绍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

匆匆回国办理丧事的被害人郑某的儿子，虽
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但了解到犯罪嫌疑人
的情况后，随即表示不要犯罪嫌疑人傅某进行经
济赔偿，同时出具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申请书，请
求检察院能早些释放犯罪嫌疑人，让其赶上被害
人的葬礼。

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家属放弃对方赔偿，同
时还请求不要关押对方，这是办案人员几十年来
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有关人员随即向上级汇报该
案情况。上级当即指示，面对如此善良、明事理
的家属，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酌情考虑
其请求，特事特办。

于是青田检察院立即启动涉侨案件绿色通道
和简案快办机制，加班加点办理案件。当日，检
方即对犯罪嫌疑人傅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
定，并送达公安机关。

7 月 26 日早上，犯罪嫌疑人傅某出现在被害
人的葬礼上，失声痛哭：“我这是杀了人呐，我真
的非常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对不起！”

生死虽是世间生命的常态，但至亲家人的永
远离开，仍让人沉重悲痛。被害人郑某的四个子
女长年在国外，他们在听闻噩耗之后伤心不已，
匆匆回国为母亲处理后事。郑某的长子这样说：

“我要对方几千、几万块钱有什么用？我母亲又回
不来了，可是对于对方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积
蓄，以后会更加一贫如洗，日子没法过。我要对
方坐牢，对方家庭可能就完了，那个残障的哥哥
该怎么办？”

朴素的话，显现着人性善良的光芒。正是这
些善良、理性的人，才使得谦抑的绿色司法理念
得到更好地实现，才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美丽。

网络媒体提供平台 催生网红纷纷涌现

华裔长袖起舞动荧屏
孙少锋 黄江林

近日，一篇华裔“自媒体”“网红”闯进

好莱坞的报道登上了美国《世界日报》。“网

红”詹妮在视频网站上拥有大量粉丝，每条

视频的浏览量达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在网

络爆红后，一些电视和电影角色也开始找上

门来……众所周知，在传统影视圈中，华裔

演员、导演等想要出头都非易事。如今，网

络新媒体的出现似乎正扭转这一态势。

侨 界 关 注

图为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 资料图片图为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图为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当获得我们救治的盲童打开纱布的时
候，他们说，他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五
彩缤纷的世界。我想，如果能救助更多这样
的孩子，无论花多大的精力和财力，都是值
得的。”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动情地说。

8月 17日，“千日复明五十万，助力脱
贫攻坚战——视觉健康精准脱贫行动”启
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携手，播撒光明
发布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宣布，中国侨
联、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北京轻松筹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视觉健康精准脱贫行
动”。根据抽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当前中
国的 4300 多万贫困人口中，有望通过治疗
减缓病症、甚至重见光明的致盲性眼病患
者约有 50 万人左右。该行动将通过社会公
益救助的方式，为这些患者提供真正免
费、精准、适宜、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
帮助他们重见光明，恢复生活、劳动能
力，摆脱贫困。

“我们的行动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
2020年，党中央确立的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
后期限前，大约 1000 天。中国侨联等 4 家发
起单位将从现在做起，发挥各自优势，积极
推进行动的落实。”乔卫的话音刚落，现场便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爱心，不止侨界
乔卫表示，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开展的

一系列活动中，海内外侨胞都展现出了极高的
积极性和参与度。比
如，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国侨联在北川援建
了一所中学，当时，侨
胞们都踊跃贡献出了
自己的力量。他满怀
信心地说：“此次行动
能让众多贫困家庭的
眼病患者重获光明，
过上充满希望的新生
活。因此，我相信，广
大海外侨胞定会积极
参与进来。”

不过，若想让爱
心惠及更广泛的弱
势群体，需要全社会

的携手努力。在侨联的各项公益活动中，都
少不了社会各界人士活跃的身影。爱尔眼科
便是此次行动的鼎力支持者。董事长陈邦表
示，该公司将投入价值约1亿元的配套资源，
组织专业医护队伍深入乡村提供医疗服务。

“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这项伟大的
工程中来，形成合力，为身处最偏远地区、生
活在黑暗模糊世界的贫困眼病患者带来温
暖，带来光明。”乔卫呼吁道。

公益，走出国门
各类公益项目在国内进展的如火如荼

的同时，在不久的将来，爱的种子会乘着
公益的“东风”，播撒到全球各地。

乔卫向本报介绍说，在去年启动的
“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活动中，有许
多海外侨胞积极献力献策，他们希望把中
华民族的善良和爱心带到“一带一路”的
沿线国家去。

本次行动的发起方之一——北京轻松
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王政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今年年内，侨联、外
交部、红十字会、相关国家的华侨公益基
金会和轻松筹将携手创立全球华侨华人紧
急救援基金。此外，轻松筹已经推出了全
球华人海外救助平台。前段时间，有一位
缅甸华人被土地雷炸伤，当时它就筹捐了
不少善款。而且，这些平台的目标不仅是
救助华人，也面向更多海外需要救助的人
士。“推动公益‘走出去’，让它成为民间
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全球树立华侨华人
的公益形象，这是我们身上肩负的责任，
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交通案件里
华侨显大爱

林 江

交通案件里
华侨显大爱

林 江

“视觉健康精准脱贫行动”启动

侨界爱心点亮黑暗世界
李家祺 文/图

图为乔卫 （中）、王政 （左）、陈邦 （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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