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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 助力公益

仪式上，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与发起人陈笑玮签
订了“笑玮爱心基金”捐赠协议书，并代
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接受捐赠，为捐赠
企业颁发捐赠证书。

华侨公益基金又添“新成员”，将为
公益事业注入“新活力”。

中 国 华 侨 公 益 基 金 会 成 立 于 1985
年，是由中国侨联发起，经国家民政部批
准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是对侨界及
国内外企业、个人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
间非营利性组织。

目前，该基金会已经设立了多个不同
类型的专项基金，为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据悉，“笑玮爱心基金”作为在中国
华侨公益基金会设立的专项基金之一，成
立后将主要在救灾扶贫、文化交流及教
育、环保等领域开展和资助公益慈善项目
和活动。一方面关心贫困地区少年儿童成
长、关爱孤寡失独老人，帮助社会弱势群
体，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为促进
社会和谐做有益的实际工作；一方面开展
和支持文化、教育、环保的国际交流合作

和相关公益项目，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
社会持续发展，搭建一个互动互联的公益
交流平台。

“从 2012 年起，我开始关注公益事
业。起初力量有限，我通过全国公益巡
演，用歌声传递爱心，贡献自己的力
量。”陈笑玮告诉本报。2012 年，陈笑玮
将巡演所得的 50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
白内障患者，帮助他们重建光明。2013
年，她又在华侨基金会发起设立了救助贫
困血管瘤胎记患儿的专项基金。

“随着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参
与，最初单纯的‘医疗基金’的范围不断
扩大。这是‘笑玮爱心基金’建立的基
础。”陈笑玮说。

聚侨力 搭建平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华侨基金会将集合海内外侨界和社会各界
力量，积极参与和助力‘脱贫攻坚战’。”
在“笑玮爱心基金”启动仪式上，中国侨
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继宁坚定
地表示。

自成立以来，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发
扬侨胞热心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支持华

侨事业和侨界关心的经济、文化、科技、教
育、卫生、福利等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竭
诚为社会服务，为海内外广大侨胞服务。

除了调动侨界积极性之外，华侨基金
会也正在成为侨界和各界有识之士回馈社
会的爱心平台。

香港演员、导演吕小龙作为与会嘉
宾，应邀出席了此次“笑玮爱心基金”的
启动仪式。他告诉本报，以华侨基金会为
平台的一系列活动和项目，在帮助弱势群
体的同时，也向社会传递了公益理念。

“作为一名影视工作者，我们要通过
自己的作品，唤醒人们对重要社会问题和
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
任。”吕小龙补充说。

何继宁还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和全面深化改革红利的释放，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人士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为了共建
共享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承担责任、共
同努力。设立“笑玮爱心基金”，就是为
践行这样的理念、实现这样的愿景。

新希冀 回馈社会

“帮扶济困。”谈起对“笑玮爱心基金”
未来发展的设想，陈笑玮可谓言简意赅。

陈笑玮还谈到，她做公益以来，得到

了社会各界有责任感的企业、团体和个人
的大力支持、慷慨解囊和积极参与。这个
过程使她获得了快乐，同时也激励了她做
好公益的决心。如何尽己所能、带动更多
人投身公益事业，是陈笑玮一直思考的问
题。

吕小龙还谈到了最近一部记录幸存
“慰安妇”的作品——《二十二》。他告诉
本报，他会恪尽影视工作者的工作职责，
为提高普通民众的公益意识、责任意识贡
献力量。

何继宁表示，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将
在创新社会治理、惠及民生、动员社会资源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用全局性思考，打造
魅力公益项目，进而激发组织活力，发挥组
织作用，让“公益智慧”参与到协调社会事
务，引导社会力量关注社会问题上来。

在发展公益事业上，如何在整合海内
外华侨华人力量的同时，调动整个社会参
与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

何继宁说，“笑玮爱心基金”成立
后，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规范运作，精细管
理，严格按照宗旨开展活动，并希望社会
各界给予关注，逐渐探索出企业参与公益
事业、用社会力量助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的方法。

国务院侨办调研团赴甘肃调研

日前，由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董传杰率领的
“国务院侨办专家委员会调研团”前往甘肃省就侨务工作
如何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团在兰州期间，甘肃省侨外办邀请甘肃省发改
委、省商务厅负责同志和兰州大学部分教授与调研团的
专家进行座谈。甘肃省侨外办负责同志向调研团简要介
绍了甘肃省省情和近年来侨务工作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所做的工作。甘肃省发改委负责同志和兰州大学教授
介绍了该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情况。调研团的专家
们就侨务工作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发挥
甘肃特色优势为“一带一路”服务，政府引领、民间参
与推动侨务工作发展等话题，与甘肃省相关部门的同志
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广州市侨联为侨企搭建平台

近日，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25届广州博览会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B区） 隆重开幕，本
届广博会展览面积、参展城市地区数量、专业展规模再
上历史新水平。广州市侨联作为广博会组委会成员单
位，以“创业中华·圆梦广州”为主题，组织了来自荷
兰、美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家
企业共11个展位进行参展，为新侨企业搭建了经贸合作
的平台。

广州市侨联对本届博览会工作高度重视，广州市侨
联各位副主席先后到展区现场参观指导，并逐一了解参
展企业情况，勉励参展侨企要充分利用好广博会这一平
台，寻求商机、加强宣传、扩大合作，不断提升侨企竞
争力。

天津市侨办立法调研组学习调研

近日，天津市侨办立法调研组一行赴上海、湖北调研，
学习借鉴了两地出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的经验做法和具
体举措，为天津市《天津市华侨在津权益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立法工作做好基础和论证工作。

此次调研，深入了解了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 和 《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出台的目的、经
过、背景和意义。华侨权益保护立法，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以法治思维、统战理念做好侨务工作的战略需
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国务院侨办也积极推动地方
在华侨权益保护立法上先行先试，继广东、福建之后，
上海、湖北相继出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均体现保护华
侨合法权益的需要和侨务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均据中国侨网）

两个中国“80后”正在伦敦为他们的创业梦想奋斗：办
英国唯一的中国美食节。他们要通过集中展示中国的饮食
文化，改变一些英国人认知里“中餐低档、不健康”的印象，
也推动在英国的中餐业提升品质、打造国际化品牌。

俩“吃货”一拍即合

几年前，在英国做设计工作的汤子慕发现，每到夏季，
伦敦就会出现众多美食节，韩国的、日本的、印度的……而
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却很少得到宣介。“英国的中餐馆
老板大多埋头苦干、低调赚钱，很少宣传”。

汤子慕决定办中国自己的美食节。此后，他遇到正在
英国找工作的“资深老饕”唐诗。唐诗的父亲是重庆美食
家，她从小随父亲到处品尝美食，大学学化工专业，连设
计的实验都是“如何通过调节成分比例让黄油和冰激凌的
保质期更长”。办“中国美食节”的想法让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开始企划、筹资、招商，2015年在伦敦举办了第一
届“英国中国美食节”。首届美食节虽然在3天内吸引了3万
食客，但唐诗和汤子慕“赔本赚吆喝”，搭进去不少钱。

“中餐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改善中餐的形象

就是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唐诗说，“吃永远走在文化交
流的最前面。”

创业的苦与甜

第二年他们决定接着干。他们将美食节举办地移到伦
敦地标建筑塔桥附近，虽然遇到雨天，但来光顾的食客数
量仍和首届持平，一家英国本地美食网站也成了首家赞助
商。因为安保费用提升，这届美食节仍然亏本。

这给两个创业者带来不小压力，他们也开始在“美食
节现场是否做中国文化展示”“是否要花钱搭一个巨龙雕
塑”等问题上意见不合，为“追求完美”还是“控制成
本”而争吵。每次吵完，又总是“咬咬牙，继续干”。

唐诗说，走在美食节的人群里，听到英国人打电话向
朋友推荐中国菜，这让他们十分有成就感。在创业的艰难
之外，两人也有了同龄人羡慕的创业体验，还认识了不少
爱美食的朋友。

第二届美食节打造出如今伦敦尽人皆知、天天要排
队两小时才能买到的网红美食“唐人街鸡蛋仔”。当时在
图片分享网站上，拿着鸡蛋仔、以塔桥为背景的照片曾

广为流传。一家重庆来的小面餐馆也因为媒体的报道在
美食节期间火遍海内外，甚至吸引了英国驻重庆总领事
去面馆品尝。

美食节再出发

目前，全英有约 1.8万家中餐馆和外卖店，几乎遍布各
城镇，但与法餐、日餐相比，中餐曾长期以低档油腻的形象
出现。芝麻鸡、咕咾肉、宫保虾球、春卷、炒面——这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是英国人对中国菜肴的全部认知。

在英国的年轻华人觉得，干餐饮太苦、不愿成为厨
师，国内厨师又因为英国“脱欧”收紧签证发放很难出
国，这让英国中餐提升品质面临很大困难。

汤子慕坚信，随着中国投资在英国日益增多、中国游
客不断走出国门，健康精致的中餐一定会有市场。即将在
9月举行的第三届美食节上，他们将邀请食客参与包饺子、
学做麻辣鸡，增强互动，还推出由英国厨师设计的苹果酱剁
椒鱼头、辛香肥肠拉面等创意中餐，吸引喜欢尝鲜的英国
人，探索营养、流行、适应英国市场需求的新中餐。

（据新华社）

“笑玮爱心基金”设立——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再添“新成员”
杨 宁 李嘉宝

“笑玮爱心基金”设立——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再添“新成员”
杨 宁 李嘉宝

中国“80后”为创业梦想奋斗

把 “ 中 国 美 食 节 ” 办 到 英 国
桂 涛 秦田园

“公益事业是能够感染人心的。只要大家都积极参

与，一分钱、一毛钱也能汇聚起巨大的力量。”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演员、“笑玮爱心基金”发

起人陈笑玮这样说。

8月30日，“笑玮爱心基金”启动仪式在中国侨联新闻

发布厅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乔卫出席捐赠仪式，中国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继宁出席活

动并致辞。

8月29日，第十三届全运会马术项目比赛在天津

拉开战幕。华侨华人女选手朱美美携爱驹出战，在比

赛中顺利通过全部12道障碍，完成场地障碍团体 （个

人资格赛） 第一轮比赛。

2013 年，在沈阳全运上，代表北京队参赛的朱美

美力克国内众多实力强劲的男选手，成功摘取场地障

碍个人赛桂冠。这个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夺冠的小姑

娘，让中国马术界认识了她。

2017 年，外籍华人、华侨高水平运动员可以报名参

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体育之外所有项目的比赛，这项

“破天荒”的改革举措让朱美美回到全运会赛场。

侯珂珂文 中新社记者 佟 郁摄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侨 情 乡 讯

8年时间，跟踪采访30余位
印尼华侨及子女，写出 50 余万
字的初稿后，云南彝族女作家
魏婕的创作“卡壳”了——逐
渐深入华侨生活的她，感慨每
个人的命运都是一部小说，深
陷其中，不可自拔。

魏婕是一名有着 20 余年从
业经历的资深记者。2009 年，她
凭借一部描写滇东北地区弃婴、
煤矿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小说《买
莲》，成功转型为作家。同年，她
围绕红河沿岸的华侨农场，开始
创作长篇小说《灯破碎时》。该小
说被中国作家协会立项为 2017
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魏婕是在红河岸边长大的
彝族姑娘，她和华侨的故事从
当地的华侨农场开始。

上世纪60年代初，为安置东
南亚归国华侨，魏婕生活居住的
元江兴办了红侨和甘庄两个华
侨农场。大量印尼华侨“空降”于
此，与当地哈尼族、傣族、彝族和
白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总觉得他们说近也
近、说远又远，像群‘熟悉的
陌生人’。”在魏婕的意识里，
华侨及其子女大部分时间都生
活 在 农 场 ， 只 有 街 天 （赶 集
日），才出来和当地人接触。

谈及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
《灯破碎时》，魏婕笑言，“这快成
了一个‘写不出来’的故事。”

魏婕原本创作的初衷只是
想写写华侨农场同学的故事，
没想到却深陷波澜壮阔的华侨
史和华侨华人动人心魄的故事

中，不可自拔。
《灯破碎时》围绕红河沿岸的华侨农场展开，旨

在通过两代印尼华侨的坎坷故事和家族命运，表现
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闯荡南洋的艰难历程，及返
回祖国后建设热带作物农场的奋斗岁月。

“如何将百年的历史高度浓缩，如何取舍人物故
事，如何精准刻画华人精神，都是我创作中的‘痛
点’。”魏婕说，8 年来，其常感每个华侨的命运都
堪称一部小说。

在魏婕看来，华侨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动荡，远
比国人想象的更为惊心动魄。让人钦佩的是，不管
身在何处，华侨们始终不曾放弃努力，并顽强地保
留中国的根。

“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和苦难。”魏婕说，
她采访的华侨及子女，有的已不在人世。她希望能尽
快实现印尼的采风之旅，完成小说的最后部分。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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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右）与“笑玮爱心基金”发起人陈笑玮签署捐赠协议书。 李嘉宝摄

侨 情 乡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