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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我看这 55 年年

常常有从国内到访的朋友问
我：“俄罗斯现在情况如何？你觉得
近年来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几年
俄罗斯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元素悄然
兴起，融入了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出现了普及化的走势。”

让我们先去莫斯科市中心看一
看吧。克里姆林宫中三大教堂门前
的宣传栏上，赫然出现了中文的简
介，各个厅内检查门票的老太太
们，汉语也会脱口而出。漫步到老
阿尔巴特街，你会惊喜地发现旁边
就有中文书店，整条老街上几乎每
家商店都有中文标牌、广告和能讲
中文的售货员。我们再驱车去距离
莫斯科70公里的谢尔盖耶夫镇，一
到镇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远处大

教堂的金顶和路边门楼上“舌尖上
的俄罗斯”七个醒目的汉字。

6 月 27 日，我送一个中方代表
团到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
当听到机场广播里中文的登机通知
时，代表团成员个个睁大了眼睛，
露出惊喜的表情。是呀，在这个横

跨欧亚大陆的国度，中文转眼间快
成了它的第二官方语言了，怎么能
不让人又惊又喜呢！

5 年来，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学习汉语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能唱几首中文歌也成了当今俄
罗斯青年的一种时髦。中餐馆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俄罗斯人走进中餐厅。看中医
的当地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俄罗斯
人会选择趁到中国旅游之机接受中
医调理。与此同时，俄罗斯主流社
会和民众对华越来越友好，在俄侨
胞实现个人梦的机遇也越来越多。

这一切，是中俄关系良好走势
的标志，更是祖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
位大幅提升的标志。作为中国人，怎
能不为此自豪，为此添彩！

时光荏苒，回首廿五年的海
外生涯，最化不开的就是那丝丝
的乡愁。虽然来到了距离中国最
遥远的国家阿根廷，可在内心深
处，对祖国故土的关心和牵挂却
无时无刻不在拨动心弦，关于祖
国日益发展强大的每一个消息都
让我感到自豪！

特别让自己欣慰的是，我的人
生轨迹似乎和祖国的发展有着某种
神奇的联系。尤其是最近 5 年多，
是我从普通商人向文化使者转变的
关键阶段。比如自1991年开始在中
国大使馆的支持下由我正式承办并
使用文化部“欢乐春节”品牌的阿
根廷新年庙会，这些年来影响力越
来越大，副总统和首都市长出席，
参与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60 万人

次；投资制作的拉美地区第一档中
文教学和文化电视节目《跟我学中
文（CHINO BASICO）》受到了阿根
廷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加
入阿根廷移民协会，连续两届被推
选担任财务总监等。

祖国的日益强大让阿根廷的华

侨华人切身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
人的骄傲。特别是2014年习主席访
问阿根廷时接见侨胞代表并和大家
合影，是我一生都永远铭记的时
刻！

2017 年 是 中 阿 建 交 45 周 年 。
阿根廷虽然和中国之间隔着遥远
的山山水水，但现在两国的人民
已经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和感情，
来自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这里深深
地扎下根来，中国人开的超市已
遍布阿根廷大大小小的城镇。就
我个人而言，刚刚陪同阿根廷广
播电视总局局长米格尔·佩雷拉先
生访问了中国，签订了多份合作
协议，真希望我个人和团队的努
力能为祖国的发展和中阿的友谊
添砖加瓦！

祖国强大让阿根廷华人自豪
■ 陈 静（阿根廷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阿根廷移民协会财务总监、阿根廷华人妇女儿童联合会会长）

2013 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构想，成为中德两国合作的新
亮点。德国政府是西方国家第一个
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德
国经济界热情很高，他们从“一带
一路”里看到了商机，看到了合作
机遇。中德之间已有不少可圈可点
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欧班列一
年有 1700 多列，其中有 1000 多列
都驶往德国的城市。

2016 年，中德贸易总额约为
1700亿欧元，中国首次成为德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在德国
外贸总额所占比重也由 2015 年的
7.5%升至7.9%。

贸易发展火热也带动了中德人
员往来日益频繁。2016年，中德互

访游客超过 160 万人次，超过 4 万
名中国留学生在德求学。目前，双
方己建立91对友好城市关系。

这些丰硕成果显示了祖国的繁
荣富强。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
世界各国广大侨胞的共同心愿，我

身边就有着一批留德学者，创办了
上海易持自动化有限公司，在智
能、科技行业，几十年业精于勤，
研发自己的产品，成果丰硕，心向
祖国。

近年来，国内来访团慰问侨胞
演出多了，祖国也经常召唤我们常
回家看看，国侨办、中国侨联为我
们创建各种学习机会，为海外“移
二代”、“移三代”组织了祖籍国寻
根夏令营，各省侨务工作者也走出
来看望我们，带来祖国温暖。同
时，华侨华人也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与祖籍国
人民一起共唱中国梦。

与祖籍国人民共唱中国梦
■ 王 文（德国华侨商会会长）

我是媒体人，自然关心主流社
会的新闻。过去意大利的主流社会
很少报道中国，如果谈论也是负面
新闻较多。

中国的发展是一步一步的，外
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也是一步一步
的。最近几年，早年的“中国威胁
论”早已销声匿迹，甚至要是说中
国发展慢了，还会引起当地人的担
心，认为那将是世界的不幸。

海外华侨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取
决于祖籍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
力。近年来，很多留学生的到来给
意大利华侨注入新鲜血液，也为祖
国增加了亮点。

同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也在
西方社会引起关注。在意大利的华

为公司，雇佣了几百名意大利工程
师和员工，人们以能去华为工作为
荣。华为的产品也越来越被人认识
和喜爱。过去，外国人以为中国只
能生产低价劣质的产品，而今日中
国正在用高科技产品征服世界。

C919 首飞、第一艘中国产航
母下水、“快递小哥”天舟一号上
太空送货加油、量子计算机问世、
可燃冰试采成功、“中国天眼”、

“墨子号”、“蛟龙号”、天宫二号等
一系列高科技研究成果足以使世界
目瞪口呆。

这几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中国发展营造
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
境。2016年，时任意大利总理伦齐
专程从罗马赶到撒丁岛与习主席
会面，在意大利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海外华
侨才能在国外真正挺起胸，更有尊
严地侨居他乡。希望祖国越来越强
大，我们海外华侨腰板也越挺越直。

意大利华侨腰板越挺越直
■ 胡兰波（意大利双语杂志《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

意大利华侨腰板越挺越直
■ 胡兰波（意大利双语杂志《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

时光荏苒，5 年是一个重要的
时间刻度。我和我的同事们用电
波、视频和文字记录了过去 5 年的
点点滴滴。

过去的 5 年，中华民族砥砺前
行。加速前进的中国，始终有着明
确的奋斗目标，也始终秉持着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

对我来说，拥有一个像中国一
样的祖国母亲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常驻非洲十余载，体会最深的便是
没有哪种国际关系能比得上中非关
系的深度和广度。过去 5 年，非洲
国家将非洲梦同中国梦有效对接，
多数非洲人认为中国在当地发挥了
积极的影响力，身在非洲的华侨华
人在这片大陆上也越发自信。

过去 5 年，中国文化“走出

去”步伐加快。在非洲，孔子学院
遍地开花，“欢乐中国”系列演出
在非洲多国受到好评，“汉语桥”
比赛精彩纷呈……所有这些努力，
都奔着一个目标——向非洲朋友展
现多姿多彩、与时俱进的中国。

今年，我们发起了中非国际电

影节和“非洲万场户外电影工程”，
深感这是一条符合非洲实际情况，
能提高非洲民众精神生活，加深中
非民间交流和了解的好路径。我们
走进坦桑尼亚萨巴萨巴节，走进世
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利文斯顿瀑布，
走进博茨瓦纳的田间地头，与非洲
当地媒体和传媒机构联手放映影
片，为数以万计的非洲人民献上了
一台台前所未有的中国电影视听盛
宴。

中国与非洲——一个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这两个远隔重
洋的大陆，在过去的 5 年携手筑
梦。作为心系祖国的华人，能够见
证并参与到中国梦与非洲梦的相融
相通中，可谓三生有幸。

见证中国梦与非洲梦相融相通
■ 南庚戌（环球广域传媒集团和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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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国内
朋友来美国探亲访友简直就是“拎
起背包，说走就走”。

年初，我上海的表妹发来微信
说，要来洛杉矶看我。我心想，从
上海到洛杉矶坐飞机十多个小时，
还要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要跨洋
过海走亲戚，谈何容易？

3月份，“阳光城”洛杉矶早巳
春满大地。一天，我的微信电话响
个不停：“阿哥！我们巳经在洛杉
矶机场了……”表妹没事先“预
告”，已飞越太平洋，顺利入关洛
杉矶，确实给我一个惊喜。表妹的
女婿在机场租了辆丰田车，很快我
们两家人就喜相会了。刚刚坐下
来，表妹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深咖啡
色的中国护照在我眼前晃了晃，开

心地说：“你看！这次来给了我们
十年免签证，下次再来美国就更方
便了”。

我接过这本沉甸甸的中国护
照，随意翻阅起来，只见内页出入
境栏盖满了不同国家的签证章，除
了油印未干的美国入境章外，还有

澳大利亚、法国、泰国等十多个五
颜六色的签证章。我感慨万千，中国
护照不仅是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也
是“护身符”，更是“国际通行证”。

我在美国生活了27年，亲眼目
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
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成为国际
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也带动了中
国公民出境游。

转眼，十来天过去了，表妹一
家去了旧金山游玩，还探访2008年
中国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路——渔
人码头，又驱车游览圣地亚哥美丽
海港，这里是中国海军访美落脚之
地。表妹访美行程紧凑，收获颇
丰，我们约定今年 9 月上海再相
聚。临别时，我送了一件小小礼品
给她——一个精美的护照套。

跨洋过海访亲戚“说走就走”
■ 卢 威（美国鹰龙传媒公司副总裁、美国华人商会新闻媒体分会会长）

今年 5 月初，我带客户美国
RFE 投 资 公 司 老 总 吉 姆 和 美 国
Hastings 公司老总肯先生到中国出
差。两人都说我们所到访的大连和
北京的绿地、花卉和树木都明显增
多了，市容环境更美了，商务租车
司机更是准时又彬彬有礼。他们两
人对我赞叹了好几次。

我本人每年都要回国出差四五
次，亲身体会到中国最近 5 年的发
展非同寻常。我们常去中国出差的
客户也有同感，说这几年中国的反
腐廉政工作“动真格的”了。以往
招商引资请客送礼和商务场上摆阔
气讲排场的奢华不实之风不见了，
中国的投资经商环境风清气正了。

我们在美国也都看了电视剧 《人民
的名义》，由衷地为中国扶正祛邪
反腐倡廉的大作为、大成果点赞。

最近几年，我和客户每次到中国
出差都会感叹，中国高铁太成功了！

中国高铁已把西欧和日本甩到了后
面，才几年的功夫，“八横八纵”高铁
网络就把我们海外华人的家乡与外
面世界高速连接起来了。我们身在海
外的华人和常去中国的“老外”，对最
近几年中国方方面面取得的成就经
常看得更真切，感受更深刻。

在国外，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祖
国的发展。前年到智利度假游，且不
说商店里面卖的电器都是中国品
牌，我们乘坐的豪华旅游大巴也是

“中国制造”。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大
街上跑的中国轿车就更多了，福特
公司很快也会将在中国生产的福特
轿车返销回美国市场。中国最近这5
年的健康发展值得点赞！

中国健康发展值得点赞
■ 谷世强（美国SINO-CONSULTING（SCI） 公司总裁兼CEO）

2017年，对于美国明尼苏达州
罗城 （Rochester MN） 的华人来
说，一整年都是热闹的中国年。自
从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举行以来，这个中西部
的多元文化小城便掀了持续不断的

“中国热”。中国文化在这里受到了
空前的重视和追捧。

6 月，罗城举行了盛大的世界
文化节，此节日把中国文化纳入主
题，在罗城著名的“士兵广场”上亮
起了中国文化艺术展览。最值得一
提的是，2017年，世界著名的梅奥诊
所一年一度的“癌症病人存活者生
命礼赞庆祝节”把“中国文化鸡年
——祝福健康、幸福和富足”作为活

动的主题，邀请了中国颇有成就的
科学家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我也受
邀为孩子们做了中国手工工艺。7
月 4 日是美国的独立日，在城市的
大游行中，中国人装饰的中国彩车

格外耀眼有趣。就在我写作这篇文
章时，又收到了这样一则通知：“8
月 23 日梅奥的文化节上邀请您参
加‘国际服装秀’——中国旗袍展”。

当我们不亦乐乎地参加着一个
个海外的文化节，以各种方式满怀
自豪地去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和艺
术时，我们深知这高温不下的“中
国热”背后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
开放、越来越自信的中国。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不同的
国家紧紧连在一起，赢得了全世界
人民的拥护和赞赏。这是越来越多
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
动力，这是“中国热”源源不断的
热源。我们为祖国加油喝彩！

海外掀起“中国热”
■ 黎 焱（旅美作家、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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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
■ 吴 昊（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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