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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凋零

据澳大利亚当地媒体近日报道，近
来，由于新一代华人不愿意接手父辈们
在唐人街的生意，街上许多店铺开始渐
渐消失。伴随着其他族裔到这里买下产
业或做生意，变化已经不可逆转，有着
近200年历史的悉尼唐人街可能很快就会
成为过去式。这里现在不只有华人，还
聚集了韩国人、日本人、泰国人、马来
西亚人以及新加坡人，甚至还有很多白
人商店夹杂其中。整个社区的组成都变
了，不再是中国人聚居地，商业竞争也
越来越激烈。

悉尼的这一现象不是个例，全球的
唐人街都在同样的境况中，面临消失的
威胁。许多地方，曾是城市地标的唐人
街规模日渐萎缩：华人商铺林立的景象
难再见，昔日盛景呈现寥落之势。

温哥华唐人街是北美最大的华埠之
一，这里不仅有繁多的华人商铺，也汇集
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华会馆堂所老楼、孙中
山来温哥华时曾下榻过的酒店等等，一段
段历史都在诉说着这里往日的荣光。

“7 年前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就去了唐
人街，很萧条，年轻的移民都不愿意
去，只有年纪大的还留在那里。朋友介
绍的时候还说，你自己一个人别过来，
治安不好”，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洁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纽约唐人

街，时髦的咖啡馆和精品服装店正在取代
中国人开的面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
去十年，纽约唐人街的亚裔人口减少了
15%，尽管整个纽约的亚裔人口增加了
30%。同一时期，在旧金山唐人街及周边地
区，亚裔人口减少了23%左右。

离开华埠

对于这一现象，暨南大学华侨华人
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衰落的是一些传统的唐人街，也有
新的华人聚居区在崛起。但传统唐人街
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他认为，许多
唐人街处于市中心，伴随着城市发展，
中心区域交通阻塞给唐人街发展也添了
不少“堵”，生活的不便使得人们开始出
走；有些人在唐人街发家以后，会跑到
别处购置更新更大的房产；还有些地区
因为城市重建的需要改造旧的唐人街，
但在新楼起来以后，老住户无法负担租
金，无奈搬离。从伦敦唐人街到旧金山
唐人街，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

以美国波士顿唐人街为例，这里曾
有近百家华人经营的店铺，凝聚近 10 万
波士顿华人的向心力，是北美最大的华
埠之一。这里正处于波士顿市中心，可
谓寸土寸金，连年来飙升的房价迫使普

遍低收入的当地居民难以负担而被迫搬
离，富裕的商人替代了新移民入住这
里。据当地媒体报道，身处交通要塞的
唐人街如今早已车满为患、人群熙攘、
地面肮脏不堪。大量来往车辆带来的汽
车尾气让这里空气变得污浊不堪。

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也坦言，近
年来美国一些唐人街确实有衰落的迹象。
他说：“这与唐人街的形成是有一定关系
的。以前的移民在语言、文化上与当地社
会存在诸多障碍，他们喜欢聚在一起保障
人身安全，同时也能够在唐人街找到工
作。但许多新移民不一样，他们学历高、语
言能力和工作的能力都很强，不一定选择
住在唐人街了。”

此外，像社会治安的恶化、新的商业
中心的兴起都是唐人街衰落的催化剂。但
总的来看，各地唐人街没落，华人及华商
的出走是最直接的原因。“没有华人的唐
人街，还叫唐人街吗？”

寻求转型

随着越来越多华人走出唐人街，诸多
新型华人社区开始兴起。有观点认为，这
说明“唐人街”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中国
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融入到了当地，新一
代华人与主流社会更加融合。

但不论华埠兴衰如何，作为海外华
人的“精神家园”，唐人街的未来始终牵

动着当地华人的心。
今年8月，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

一座被当地华人视为文化地标的中国文
化中心一夜间被“去名”，建筑风格也面
临大改，引来不满。数百华人游行抗
议，要求政府保护这处中式建筑。5 月，
温哥华华人组织发起抗议活动，希望政
府能够限制华埠楼层的建设高度，以保
留华埠风貌。

如果说“捍卫”唐人街是一种无奈
的选择，那么发展唐人街则是推动华埠
转型的积极做法。

张应龙说：“在一些地方，唐人街作
为历史街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和
保护。在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的三大
华埠，当地政府就很有意识地与商户合
作，努力推动唐人街成为当地的观光资
源。”与之类似的还有伦敦，伦敦的唐人
街已经成为外国游客喜爱的景点，在伦
敦政府的支持下，唐人街每年春节举办
的游行活动，已经演变成为当地重要的
节日。

虽然近年来唐人街的发展出现了新
的变化，但它的存在依然重要。这里有
众多的侨团组织，也是主流社会与华人
沟通的桥梁。每到选举季，政客们就会
到唐人街拜票，寻求支持。蔡文耀说，

“唐人街短期内不会消失的，只是如何自
我转型、重焕生机，这是值得所有新老
移民们思考的问题。”

旅美导演郑伟发起的种子计划，正在世界范围内华裔
青少年中生根发芽，成为发掘培育新一代华裔电影人才和
孵化优秀作品的传承之桥。

中美差异

曾在 2015年在第 12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上凭
借公益电影《古路》荣获“最佳导演奖”的郑伟导演，从 2014
年来美之初，就一直居住在拥有好莱坞的洛杉矶地区。

拥有国内丰富导演经验的他，在中美两国电影工作的
实践中，感受到了文化的不同——在中国，导演是一个多
面手的角色，很多细节都要亲历亲为。这对了解整个电影
拍摄的流程和不同的分工很有帮助。而在美国，拍摄团队
的分工十分精细，导演更多的任务，在于把自己的拍摄理
念沟通给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再由他们具体执行属于每一
个分项的专业任务。

比如用来设计拍摄手法的分镜头卡，就是由导演在拍
摄之前，将自己的想法沟通给摄像，然后由摄像制作并实
施。这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导演来完成的。另一
件事郑伟导演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即使是群众演员，美国
团队也会进行演员的专业面试，然后再决定是否录取。而
在中国，这其实是一件很随意的事。

另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是语言的障碍。郑伟坦言，虽然
有翻译帮助，但在导戏的时候，由于文化和理解的偏差，
演员在对导演意图的揣摩上，也会不够到位。为了让演员
更好的传递导演的想法，在苦思冥想之后，郑伟决定，将
需要的动作，表情甚至身体移动的位置，在拍摄前亲自表
演给演员，以求达到最佳效果。这样虽然辛苦，但是大大
提高了沟通的效率。

种子计划

正是这样的差异，让郑伟看到了一些华裔优秀青年电
影人，如导演编剧等，在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局限。他们
虽然很有才华，也想在影坛有所动作，大多数却因为无法
适应中国团队的工作模式，或工作强度，而不能融入中国
的拍摄环境。

这些青年不仅在原生家庭里接触到了很传统的中国文
化，还在成长中接触了很纯正的西方文化。两种优秀文化
的结合与碰撞，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超越中西方的融合思
维。而这些思维可以通过独特的视角，将故事在电影中完
美地诠释与传递出来。对于中国影坛来说，无法看到和培
养这些优秀的人才和作品，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出于惜才传承的想法，郑伟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钛合影

业 （美国） 制片公司，并从2017开始，与美国学生独立电
影国际基金会合作，开展种子计划，通过强大的专业团
队，在华裔学生和电影专业人才中，选拔和扶持有才华和
热情的新人与作品，并参与后期制作和市场化。华裔年轻
人有的是很好的想法和专业的知识，但是缺乏经验和行业
的积累，郑伟的种子计划，恰恰弥补这个空缺，成为传承
的一座桥梁。

由于是跨文化的团体，郑伟的团队在选拔剧本时，
更加注重剧本中跨越语言局限的感染力和出彩环节。这
样的作品，在未来的演绎和传播上，也将会更加灵活和
包容。预计到今年底，种子计划会挖掘超过 50 部优秀华
裔剧本作品。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这个计划选拔培育
新晋华裔青年影人，也会将这些作品一一呈现给广大观
众。

这个计划的首部短片作品《碑》，2017年8月在美国旧
金山开拍。故事以一个小女孩被战争撕裂的亲情，和一群
老兵在战争中结下的兄弟情为主线，通过每年同一天在一
艘退役军舰上的巧遇，侧面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年轻
华裔影人对和平的期盼。剧本主创和导演由两个不到16岁
的华裔青年担任，预计今年11月可以剪辑完成。后续期望
看到这部作品在各大影展上的风采。

天津外国语学校北美校友分会成立

本报电 近日，天津外国语学校北美校友分会在美
国波士顿宣告成立，来自北美的9名校友代表出席会议，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天津外国语学校校友总会秘书
长高天明专程赴会，并主持北美校友分会成立仪式。

会上，温洋当选北美校友分会首任会长。北美校
友分会负责人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从天津外
国语学校毕业后，先后赴国外读书、工作，在各自的
专业领域辛勤耕耘，事业有成。他们不忘母校的培育
之恩，希望通过校友会凝聚更多在北美留学、工作或
定居的校友及校友亲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友在
北美校友分会成立当晚，捐款 1000美元作为分会启动
资金。

据悉，天津外国语学校校友总会已成立了澳洲校
友分会、粤港澳校友分会和北美校友分会。欧洲校友
分会、日本校友分会等分支机构也将在 2019年前完成
组建工作。 （王燕云）

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举行30周年庆典

近日，加拿大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举行成立30周年庆
典。在庆典中，加拿大潮商会、温哥华潮州同乡会向红十
字会捐出为卑诗省山林火灾筹募到的38600加元善款。

加拿大温哥华潮州同乡会成立于1987年，是加拿大
最早成立的潮人社团。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会长表示，同
乡会将继续秉承华侨华人、潮人潮情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发挥优势，服务会员、社团、社区，为新的30年打下良
好基础，争取为社会、住在国和家乡多作贡献。

2011年，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当年9月10日为该市“潮
人日”，以肯定潮籍人士多年来在当地的努力与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匈牙利侨团筹建华助中心

日前，匈牙利青田同乡会、匈牙利华人妇联总
会、匈牙利中华总商会等十几家华侨华人社团召开筹
建华助中心筹备会，以进一步加强与当地侨团的团结
协作，配合国家对海外侨胞做好帮扶关爱、融入回
馈、维护权益等方面的工作。

筹备会上，匈牙利青田同乡会会长表示，匈牙利
华助中心是旅匈牙利华侨华人自己的公益机构，希望
广大侨社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把救助、帮扶、关爱
海外同胞的工作做好。倡议得到众多社团的积极响
应，与会侨团达成一致共识，欢迎匈牙利所有侨团积
极参与，不分大小先后，一视同仁，共同把侨界的公
益事业做好做大。 （来源：中国青田网）

阿根廷华侨华人慰问贫困儿童

近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华侨华人互助会
会长刘金刚及其他成员，前往当地一市慰问贫困儿
童。在该市儿童基金会的组织下，他们到体育中心，
向孩子们发放了学习用具、玩具和食品，得到了孩子
及家长们的热烈欢迎。据悉，8 月 20 日是阿根廷儿童
节，旅阿华侨华人组织本次捐赠活动，旨在加深与居
住国人民的友谊，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捐赠活动结束后，布市华侨华人互助会召开班子
成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计划，争取为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奉献爱心，体现华人互助会成立的真
正价值。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由国侨办国外司朱柳副司长率领的
“中医关怀团”来到位于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为
到场的侨胞进行中医知识普及和健康咨询等服务。

朱柳在致辞中说，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健康都作出了
卓越贡献，中医药已引发世界很多国家高度关注和
研究。“中医关怀”是国务院侨办“海外惠侨工程”八
项计划之一，国务院侨办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中医关怀侨胞力度，提升海
外中医业整体水平，弘扬中华医学文化。

他表示，日本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中医文化
很早就流传到日本，并有了一定的发展。本次中医
团是首次到访日本，实属“破冰之旅”，希望此次通
过中医文化交流这个纽带，慰问关怀旅日侨胞，推
进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据朱柳介绍，国侨办推动的“海外惠侨工程”还
包括：加强侨团建设、设立华助中心、推进华教发
展、促进中餐繁荣、扩大文化交流、扶助侨胞事业、
提供信息服务。

本次中医关怀团集聚了国内顶级中医专家，李
金学、魏玮、陆永辉、宋庆桥、代金刚均为中国中医
科学院各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以及资深研究员。

当天下午，关怀团还来到东京精诚堂本院进
行现场问诊，当地侨胞闻讯赶来，一座难求。大
家纷纷表示切实感受到了祖 （籍） 国的关怀和温
暖，期盼国侨办今后能继续组派这样的中医大家
前来日本宣慰侨胞，增进交流。

8月19日，关怀团还与东京当地侨胞的中医专
业社团共同举办了一场学术交流会，日本华侨华人
学术界、社团反应热烈，当地掀起一股“中医风”。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元素渐消失 趋势面前显无力

华人积极谋求唐人街转型
孙少锋 黄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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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南亚到大洋洲，从欧洲到美国，几
乎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竖着牌楼的唐
人街或者中国城。曾经的唐人街是漂洋过
海、身处异乡的华人们的栖身之所、生养所
依。但近年来，伴随着各国社会的发展，许
多唐人街里“中国元素”越来越淡，关于唐
人街“衰落”的叹息也屡见报端。

华人社区

侨 界 关 注

图为旧金山唐人街图为旧金山唐人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旅美导演郑伟：播种梦想，收获希望
张永恒 文 子

“中医关怀团”
走进日本

吕少威

图为“中医关怀团”在日本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图为“中医关怀团”在日本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近日，2017“亲情中华·汉语桥”夏令营、“青田之家”夏令营浙江青田营
在青田江南实验学校举行闭营仪式。仪式上营员们以中华武术表演、戏曲表
演、剪纸作品展等丰富多彩的庆祝形式将活动推向高潮。 （来源：青田侨联）

◀图为营员们的作品展。
▲图为营员们表演节目。

“汉语桥”夏令营青田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