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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走向专业化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来中国参加国务院举办的专家
咨询会议，国务院侨办为更好地做好侨务工作，召开
专家咨询会议并非首次，但此次会议与以往相比很不
一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全球媒
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赵月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这次会议的不同主要有三点。
一是打破了国门的界限，让更多中国本土的涉侨

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二是以往的会议主题更多地围
绕经济科技和政策法规两点，但这次会议加入了华文
教育和文化传媒两个领域，议题变得更加系统全面。
三是各个领域都汇聚了海内外的顶级专家，不同领域
的专家分别召开会议，会议走向专业化。

近年来，国侨办每年都会举行多场专家咨询会
议，但这次国侨办整合了研究咨询机构，成立了国务
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规模扩大，海内外各行
各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
会下设四个分委会：经济科技委员会、政策法规委员
会、文化传媒委员会、华文教育委员会。国务院侨办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紧密聚集华侨华人高层
次专业人士和海内外涉侨专家，发挥多学科、专业化
的优势，为侨务工作建言献策。各个委员会各司其
职，委员均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和精英。

同样是参加过多场专家咨询会议的余俊武与赵月
枝有着同样的感受：“这次国侨办经过整合，成立了专
家咨询委员会，并设立了文化传媒和华文教育两个分
委会，这不仅意味着侨务工作逐渐迈入科学、协调的

发展轨道，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体
现了一种文化自信。”

倾听海外声音

“海外6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200个国家和
地区，如何做好侨务工作，如何更好地提高侨务工作科
学决策水平？我想国侨办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是非常必
要的。”国务院侨办咨询委员、美国怡安保险集团中国区
前董事长及首席代表刘立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国侨办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分门别类开展咨询
交流合作，为各位委员参与国家侨务工作、打造高水
平侨务智库提供了交流平台。

海外侨胞通过这个平台将更多海外的声音带到了
中国。国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
和地区，都是各界精英，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
人的声音，大家聚集在这里为侨务工作建言献策，这对
于侨务工作者定位和开展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旧金山华星艺术团团长、美国华人舞蹈家协
会会长何晓佩认为，她们身在海外、融入当地，可以
把当地的侨情传递到国内，把她们在海外讲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益经验分享给国内的侨务工作
者。同时在这个平台上与国内专家进行交流，也能使
自己找到为侨务工作作贡献的发力点。

澳大利亚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许易也表示，国侨
办成立华文教育委员会，让他们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
的工作者受到鼓舞。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意见和建
议被倾听、被重视。“通过国侨办成立专家委员会，我
们海外工作者的经验、智慧与国内侨务工作有机地结

合了起来，侨务工作者可以制定出更加接地气、更加
符合世界潮流的政策。”

问题有了新答案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们与海外侨胞的沟通更加
畅通了，可以更快更直接地了解到海外侨胞的愿望和需
求是什么，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最薄弱环节在哪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在国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个平台上，国内专家
与海外同行的专业人士进行思想碰撞，在沟通交流的
过程中，困扰他们的问题也有了新答案。

教育部语用司原司长姚喜双说：“海外有近5万多
所华文学校，近 1亿多人学习中文，但学习的标准是
不统一的。通过与海外涉侨专家的交流，侨务工作者
们对华文学习的方法、方案，教师的标准，教材的标
准，都会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上进行认识和把握，在
编撰教材、字典等书籍的时候会考虑到华文学校当地
的风土人情、自然气候等。”

国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也使委员们彼此加
深了交流，知道了彼此研究的盲区。国侨办专家咨询
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
心主任杨金生表示，尽管如今已有 180 多个国家在使
用和研究中医文化，但中国文化走出去依然面临很多
问题，中医文化的内涵没有真正被翻译和理解，比如
阴阳和穴位的概念。为何中医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会

“失真”？“这次与海外从事中医研究的侨胞们进行交
流，我知道了更多的原因，这为我以后走出国门传播
中医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福建人才代表团赴法国访问
近日，来到法国洽谈招聘专家人才的福建省人才代表

团一行走访了法国福建会馆，看望、慰问侨胞，希望侨胞
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讲好家乡故事的同时，大力
推荐福建发展的急需人才，共同建设家乡。

法国福建会馆会长戴英泰代表会馆感谢代表团一行在
紧张的行程中不忘慰问侨胞。福建会馆自成立以来，一直
把宣传家乡、建设家乡为己任，在努力促进侨胞融入发展
的同时，加强与祖籍福建的联系、交流、合作，并表示，
愿意努力促进高科技人才和商业人才到福建发展兴业。

（来源：欧洲时报）

欧洲华人足球锦标赛落幕
近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欧洲华人足球锦标赛在巴黎

第十三区布特鲁球场落幕，巴黎老男孩足球队在决赛中以
5∶2击败欧洲朋友联队，成功卫冕。

欧洲华人足球锦标赛由法国华人体育联合会在 2016
年创办。参加本次锦标赛的共有 10 支球队，由来自法
国、德国、西班牙等10个欧洲国家的170余名华侨华人组
成。

法国华人体育联合会主席、巴黎老男孩足球队队长魏
东提到，以往欧洲地区自发组织的华人足球比赛通常限制
在一个国家以内，“受2016年法国欧锦赛启发，决定办一
个华侨华人‘欧洲杯’，结果得到了热烈响应。”

（来源：欧洲时报）

广东清远聘旅意侨领任理事
为了进一步促进广东清远市与意大利在多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广东清远市外事侨务局局长、清远市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会长李思真日前在访问威尼斯期间，分别向意大利
威尼斯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秘书长王士晃、意大利米兰浙
江商会副会长胡国东颁发了清远市对外友协海外理事证
书，以表彰意大利侨领为促进清远市与意大利交流所做出
的贡献。

李思真强调，意大利华侨华人熟知中意文化和风土民
情，在意大利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基础，是中意友
好关系的桥梁。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华裔姐妹自制日全食观测装置
近日，美国出现日全食，年仅 10岁的金伯利和 12岁

的莉碧嘉两华裔小姐妹把自制的发射装置送上太空观察此
天文奇景，并把获得的照片和数据传送返美国太空总署。
据悉，此次已是装置第 3 次“升空”。金伯利受访时表
示：“希望这次能拍到日全食发生时，月亮在地球造成的
阴影。”

发射装置以太阳能电池板、飞行计算机和户外摄影机
组成，并有全球定位系统追踪纬度、经度、高度、速度和
方向等多项数据。二人去年也曾获白宫的科学展邀请，与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

（来源：欧华网）

作为成绩斐然的华侨、美国知名侨领，她现已拥有
11家英文报纸，这些报纸形成了全美发行量最大的非日
报报系，她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个掌有英文主流媒体
的华人。她就是方李邦琴。

斗志铸就成功

谈到自己的性格，她说：“自己像一个皮球，你拍
得越厉害，我蹦得越高。”心理学中有个“跨栏定
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
程度。这似乎也是对方李邦琴恰当的写照。

的确，她人生中的“大事记”几乎都能用“压力
越大，斗志越强”这几个字做注解。

57 年前，25 岁的方李邦琴随家人从台湾移居美
国。最初的几年，3个孩子接连降临，她坚守母职，缝
衣做饭，忙于琐碎日常。自言从“骄傲的孔雀”变成
了“老母鸡”，“要用翅膀庇护孩子、丈夫的生活”。

孩子稍大，方李邦琴开始了职场打拼。她办过印
刷厂、开过餐馆，也做过房地产生意，早年饱尝艰
辛。1979年，方李邦琴进军报业，创办了以全美亚裔
为读者的《亚洲人周刊》，此后20年间，其报业版图不
断扩大，在旧金山湾区影响日盛。

“高光”时刻来临

2000年3月17日，方李邦琴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
时刻。

这一天，已有 135 年历史的美国 《旧金山观察家
报》 在头版头条刊出一个特大字号的通栏：“被出
售！”而将该报收入囊中的正是方李邦琴，她成为了美
国历史上首个掌有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此前一年，传媒世家赫斯特家族决定出售该报
时，立刻成了人们争夺的目标。争夺战愈演愈烈，闹
上了法庭。方李邦琴志在必得，她和其他竞争者同场
辩论。法庭上，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只有她一张华
人面孔。面对质疑，方李邦琴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击。

掌管该报后，方李邦琴通过更广泛的媒体渠道，
传递华人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有
更深入的了解。美国华人地位逐步提高，更多人“握
住了方向盘，并且驾驶技术越来越好”。

不忘自身使命

事业腾飞之时，方李邦琴没有忘记自身使命。
2014年，她发起筹建第一座海外抗战纪念馆，并捐出

了私人住宅。
作为二战亲历者，方李邦琴深知和平来之不易，

民族的历史不可忘记。纪念馆修建伴随着重重阻挠。
筹款网站曾遭“黑客”入侵，留下恐吓文字；施工期
间，纪念馆窗玻璃遭人砸碎；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发起

“请愿”，要求封杀纪念馆……但这一切并没有难倒方
李邦琴。

2015年8月15日，抗战纪念馆在旧金山中国城如期
开馆。两年来，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一些日本年轻人
留言说，在日本从未了解这段历史，希望今后两国友好
相处。

2017 年 3 月，方李邦琴捐赠的美国“飞虎队”抗
战运输机 C47 在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正式“落
户”。此前，5位年过七旬的飞行员驾驶该飞机从澳大
利亚起飞，重新穿越“驼峰航线”，历时3个月后抵达
桂林。

“希望以此让美中两国铭记历史，未来继续携手合
作。”方李邦琴说，中国好比生母，美国则是养母。今
后自己将继续致力于两国交流，最大的心愿是两国人
民友谊长存。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美国 《侨报》 报道，新移民摄影
师钱卫忠与普利策奖得主黄功吾等一行
摄影师，为了能拍摄到 99 年来才在美国
本土出现一次的日全食奇景，穿越沙
漠，往返近 2000 英里，终于满载而归。
谈起此次拍摄旅程的收获时，钱卫忠
说，作为摄影师，这样的拍摄行程应是
一生中必有的经历。

当地时间 21 日，已是钱卫忠、黄功
吾等5人拍摄小组驾车从洛杉矶前往俄勒
冈小镇约翰日附近的拍摄现场的第三
天，他们已疲惫不堪，可上午 9 时 05 分
从太阳出现“初亏”时起，他们就兴奋
不已，直到 11 时 44 分太阳“复圆”，摄
影师们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耳边听到的
只有相机快门的咔嚓声。

“见到日全食的那一霎那，只有两个
字可以形容：震撼！”钱卫忠说，在整个
拍摄过程中按快门的手一直在抖。钱卫
忠一行此次深入俄勒冈至南卡州的日全
食狭窄走廊拍摄并不是为了发表作品或
以后参赛评奖，而是要有这样一个体
验：作为摄影师，拍摄日全食是一生中
必须有的一次体验。

为了拍摄日全食，钱卫忠等摄影师一
个星期前即开始做准备了，除了要找到能
够拍摄太阳的滤镜，以及可以遮挡强光的
贴膜外，他们这群经历过多次露营摄影的
摄影师还为行程准备了汽油桶、吊床等旅

途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可到了小镇约翰日他们才发现，那里的生
活条件比他们原先想象的还差：当地根本租不到房间，因为从未
接待过如此多的游客，为此这群摄影师根本无处洗澡。

在过去 3天内，钱卫忠与其他摄影师一样，不是睡在汽车
内就是睡在吊床上，日全食走廊的宾馆早就满员了，而拍摄现
场附近还没有加油站。钱卫忠说，在过去的数天内，除了在餐
馆内用过两次餐外，大家只能在汽车上以面包、水果果腹。

钱卫忠回忆说，在路途必经的内州与俄州交界处附近有一
处宽度超过 221英里的荒漠无人区，汽车需要中途加油，可当
地根本就没有加油站，即使后来找到了加油站也要排长队，因
为来看日全食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当地的加油站又太少了。

吸收本土专家 扩大咨询领域

国侨办整合升级智囊团
孙少锋孙少锋 张小林张小林

“成为国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一员，这不

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将继

续为更好地推进侨务工作建言献策。”澳大利亚

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澳华文联主席余俊武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自豪地说。

8月22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

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会议，来自海内外经济

科技、政策法规、文化传媒、华文教育等领域

的280余名专家汇聚一堂，为推进侨务工作科

学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参会的专家咨询委员们

纷纷表示，这是一个沟通交流、发挥聪明才

智、融入中国发展的好平台。
图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大会开幕式现场。 张小林摄图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大会开幕式现场。 张小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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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拍摄小组合影。 来源：美国《侨报》

方李邦琴：握住“方向盘”的女人
冉文娟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8 月 22 日，东莞石排镇塘尾古村“康王宝诞”正式开场。

“康王宝诞”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活动主要是纪念宋朝抗辽
名将康保裔，每年的农历初一到初七，塘尾全村男女老幼在锣
鼓喧天中“抬大神”全体巡游，纪念康王生日。

此次活动将持续到 28 日，期间还有多项民俗文化活动轮

番上演，将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文化盛宴。活动吸引了不少来

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赶来参加。

左图、上图为民俗文化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