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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礼仪，不尴尬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国外或者去访学和旅
游，中国的相关礼仪也开始在海外得到关注和重视。
加拿大埃布尔达省旅游局举办学习班，传授中国文化
和礼仪。例如“同老人碰杯时，切记举杯高度要比对
方低”“客人递名片、礼物、小费时要双手接过”“定
价包含6和8这两个数字”等。意大利旅游行业人士罗
列了专为中国游客增设的服务内容，如房间内放置至
少 4种不同类型的绿茶，早餐供应米饭、热水、炒面、
饺子和蛋炒饭等。

英国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到英
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预计将从 1996 年的不到 500 人
飙升至2026年的近50万人。该报告建议英国商家注意
对中国游客的礼仪，例如“接吻和拥抱并不是中国人
常见的打招呼方式。许多人会感到尴尬，因此最好避
免这样做。”

商家一系列的吸引中国游客的促销手段，在客观上传
播了中国礼仪，让更多人了解到相关的礼仪或禁忌。在《星
期日泰晤士报》网站19日的文章下面，网友肯·布罗德本特
评论道：“除了签名时不用红色笔，还有哪些中国礼仪？”

不仅是商业机构，海外的一些机构和当地人也越来
越关注中国礼仪。旅居海外将近 40年的华人江先生，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个趋势已经扩散到从学校教
育、到社会团体聚会、到商业合作等工作上的交流。”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过的杨茜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中，她都是入乡随俗，
尊重当地的礼仪风俗。一些英国人在逢年过节时会祝她
节日快乐，这让她觉得很亲近。“过年的时候，学校老师
会发邮件祝我们春节快乐，这让我很感动。”

增自尊，做样板

“老一辈的华人在更早的时候出国，在与当地人交
往的过程中，他们尊重所在国的礼仪和风俗的同时，
也保留了部分原有的礼仪习惯。”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就读的林慧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种带
着特定时代特色和当地特点的礼仪习惯就成了当地人
眼里中国礼仪的一部分。”因此，当地华侨华人成为了
海外商业机构和当地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礼仪的一扇
窗口。

“推广中国礼仪上，华侨华人是一个重要的桥
梁。”江先生表示，“华侨华人懂得中国礼仪，因此可
以对相关礼仪作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中做出相应的展示，并向海外推广中国礼仪。”

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过程中，许多华人以身作
则，增进了海外对中国礼仪的了解。作为在英国长期
生活的华人，林颖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要在异
国他乡扎下根来，不融入到本地文化是不可能的。“所
以，我积极参加工作，交朋友，多看新闻多看书，也
过本地节日。”

同时，林颖泉认为要让别人认识和尊重自己，首
先自己要完全认识和尊重自己。“我会坚持使用中文名
字，保留中国人的日常习惯 （例如吃中餐时用筷子），
坚持过中国节日。自己的孩子必须要会中文。”她还
说，明年春节的时候，一家人都会回去过年，让孩子
们感受一下春节的真实气氛。

在长期的交往中，华侨华人自身融合了两国的各
种文化。林颖泉表示，“我希望认识我的朋友，可以在
我身上了解到英国文化，也能了解中国文化。这种桥
梁作用，应该是作为华侨华人该努力的方向吧。”

国愈强，人愈敬

“中国礼仪受到西方关注，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影响
力越来越大。”江先生表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
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礼仪的重要性，认为这
是进行国际合作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生活交往中，
很多人也开始知道中国和中国礼仪。在更广的范围
内，学校和媒体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满足人
们了解更多礼仪方面的需求。

然而，海外一些机构出于商业动机关注中国的相
关礼仪，这与真正尊重和理解中国礼仪，还存在一定
距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高伟浓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一个民族的礼仪被人重
视，发生在它所属国家的国力 （包括软实力） 足够强
大之后。商家注意中国礼仪吸引中国游客是一种值得
欣喜的现象，不过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商业行为，还
不能说中国礼仪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广。

高伟浓认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礼仪的推广和
普及较为缓慢。即使中国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
人们尊重和适应中国礼仪，也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
程。但他表示中国礼仪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代表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初出国门的中国人，对居住当地
的华侨华人，都是一个鼓舞，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
升的表现之一。”

林慧钤也希望外国人对中国礼仪乃至中国文化的
了解，不是止步于知道有这回事，而是发自内心地感
兴趣和尊重相互间的差异。她说，“外国人对中国礼仪
的认识，可能与中国目前实际上的礼仪会有一定脱
节。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中国礼仪，可能中国人并不
一定会那么去做。”

外国节日加演中国礼仪
孙少锋 陈秋圆

外国节日加演中国礼仪
孙少锋 陈秋圆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11月19
日报道，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旅游高
峰，吸引中国游客，曼彻斯特市的百货商店和
机场里的员工正在接受有关中国礼仪的培训。
英国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特拉福德购物中心
和柴郡奥克斯名牌奥特莱斯购物中心，表示正
在向员工介绍中国礼仪和习俗。哈罗德百货公
司则雇佣了200名会讲普通话的员工。

侨 界 关 注

本报电（林小艺） 日前，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与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共
同开展“全球华人青少年数学大赛”，并设立“全球华
人耀华少年数学班”。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董事长田贵
联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赵阳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向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秘书长邱立国递交了捐赠牌。

赵阳在项目签字仪式上介绍，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决定与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合作，启动培养数理专
业人才的项目，双方约定合作期限为5年，从初中开始
培养 100 名顶尖数理人才，直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
学，并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数学大赛，基金会将精
心推动这个合作项目，让更多的华人青少年受益。

田贵联表示，开设数学大赛与数学班，培养华侨
华人的理工科高端人才是促进海内外华人青少年友好
交流的新模式；是将华侨华人青少年培训班的层次向
高、精、尖方向拓展的新举措；是弘扬中华文化、传
承华夏文明、展示新时代中国风采的新平台。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与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的合
作始于 2011年，首次合作的项目是设立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耀华奖学金”国际班，旨在培养今后能够服
务海外华社的高素质人才。

“当我在就读的华文学校里看到中国的学校来招生
的消息时激动万分，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报考了国际班
并有幸通过选拔。初到中国我惊叹于深圳的高速发展，
但在生活方面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在老师和同学的帮
助下，我逐渐融入了学校和班级，也对中国有了更深的
了解。”来自缅甸的傅其豪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如今，傅
其豪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并通过自身的努
力获评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同样来自缅甸，目前读于清华大学的曾丽琼说，
在中国读书的经历让她由衷爱上方块字，认为“那是
最漂亮的字体”；未来，她希望更多往来于中缅之间，

“将两国最好的东西带到对方的国度去”，在她看来，
这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在海外优秀的华裔青少年有很多，但是一些来自
欠发达国家的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很少，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这个项目，让他们进入到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
深造，成为祖（籍）国发展的栋梁。”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项目二部主任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全球华人青少年
数学大赛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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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签字仪式现场 林小艺摄

澳大利亚华人医生崔
倬铭 30 多年辛勤耕耘，用
中国传统的把脉、针灸、
拔火罐、推拿等中医技术
服务于澳洲社会，被评为
墨尔本50个成功华人之一。

崔倬铭先后就读于广
东佛山中医专科、中山医
科大学和辽宁中医学院，
在广东新会人民医院工作
多年。上世纪 80 年代来到
墨 尔 本 ， 开 设 了 中 医 诊
所。起初澳人对中医用三
个手指搭在患者手腕“把
脉”的诊断方式充满好奇
和疑惑，社会认知度低。
为了解除疑惑、增加澳人
对中医的了解，他主动到
澳洲 3CW 电台担任医疗节
目嘉宾，义务主讲中医药
医疗知识，解答听众提出
的中医治疗原理等问题，
为澳人打开了中医这扇大
门。

崔倬铭非常重视解决
当地患者常见的病症，如
运动扭伤和颈椎损伤等。
为提高疗效，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他不辞辛苦多次
返回中国到辽宁中医学院
和广东、北京等地学习研
究骨伤和颈椎病的诊治手
法。他还邀请北京、香港
等一些医院医疗专家到墨
尔本，通过讲学交流座谈
等解决当地医疗中遇到的
疑难病例，受到患者和同
行赞赏。

崔倬铭认为，中医技
术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
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继承

和发展，不仅在中国发展，在世界也要发展。
为此，他十分重视对学习中医的西方医生的培
养，在他诊所学习的黑人医生布鲁斯已独立接
诊，熟练地为患者推拿按摩治病。

30 多年来，崔倬铭已经为十多万人次的患者
（包括广东家乡义诊） 诊治解除病痛，受到澳洲政
府、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和患者赞扬。过去澳洲
政府不承认中医，中医大夫不具备行医资格，如
今，澳洲已成为世界首先立法承认中医地位的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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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落户黑河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落户黑河
日前，中国侨乡文化 （黑龙江） 研究中心揭牌仪

式在黑河学院举行。来自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
师范大学、远东联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了中国侨乡文化 （黑龙江） 研究中心的
成立。

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和广东五邑大学于2015年10月共建的开放式、综合型
侨乡研究平台。

近年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与五邑大学密切合
作，积极推进全国各地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先后
成立了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浙江、黑龙江等侨
乡文化研究中心。

图为揭牌仪式现场。
密素敏 文/图

在广州花都区，“巴拿马村”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称
谓。它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批村子。据记载，中国人最
早在1854年3月30日抵达巴拿马。他们是契约华工，被送
到巴拿马修铁路，其中大部分为广东籍。在这些广东籍华
工中，不少人是花县 （现广州花都区） 人。如今在花都
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巴拿马亲戚。其中，花山儒林村、
狮岭旗新村是典型代表。

一个家族的移民史
中国拉美发展促进基金会会长丘永全的祖上，在19世

纪中叶从花县去巴拿马。丘永全说，70年前，巴拿马曾有
过一段排华时期，“巴拿马人白种化”催生了不鼓励华人与
巴拿马人通婚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于是他的祖上带着全家
人回到广东。

1983 年，丘永全的父亲在朋友帮助下也去了巴拿马，
然后陆续把家里人带过去。刚到巴拿马，他的工作特别辛
苦。丘永全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跟别的华人一样，他
们是家族企业，全家上阵工作。丘永全白天上课，下午放
学回来还需要在店里帮忙，跑腿、卖东西、清理货物、整

理货架等，每天干到夜里。
丘永全感觉到有一小部分当地人歧视华人。这并不是

种族歧视，因为巴拿马本身就是移民国家。他觉得当地人
尊重富人，而歧视穷困群体。随着中国的发展，丘永全感
受到了变化。他看到对华人的限制逐渐被打破，便慢慢从
经营小生意往别的领域发展。当地社会对华人的态度也慢
慢变好。

“更多人知道了巴拿马”
巴拿马总人口约 400 万。丘永全说，官方数据显示华

人有 15万，“但我们估计有 20多万甚至 30万”。著有 《约
会巴拿马》一书的《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余熙说，经过了
中国外交部相关部门审定，他写进书里的数字是30多万。

余熙去年 5月去过巴拿马，他通过调研发现，当地华人
的祖籍地主要是广东的中山、花县、恩平、鹤山等地。让他欣
慰的是，当地众多侨团整体上比较团结与和谐，华人凝聚力
也较强，这跟他在欧美国家看到的情况不太相同。究其原因，
可能跟当地华人来源地比较集中，多是来源于某个村、某个
县，相互间知根知底，愿意相互照应有关。

余熙说，他抵达巴拿马后，第一站就赶往当地有名的侨
团之一，即中国广东花县（花都）同乡会，接着与巴拿马城及
卫星城的众多侨团交流，还去了华人的企业和农场。“当地华
人的共同反应是，在巴拿马好赚钱，‘货到就能走’。”

中巴建交为华人带来便利
在巴拿马，华人中有很多生意人，而中巴建交无疑会

为他们的对外交流和生意带来便利。丘永全在巴拿马有自
己的食品加工厂，生产面包并在当地销售。他经常回中国
购买器具和机器，多的时候一年回四五次。中巴建交后，
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协会。“我们团队里有中国拉美统一促
进会的总会长，有巴拿马国立科技大学校长，还有经济学
家等，希望能在交流和合作中帮上忙。”

巴拿马政府的态度也让华人受到鼓舞。余熙说，今年
6月 13日中巴建交的消息宣布后，他迅速收到来自旅巴华
人的大量庆贺信息。他了解到，当地侨界欢欣鼓舞，几个
大的侨团包下酒楼庆祝，而巴拿马总统则带着副总统兼外
长、旅游部长、首都巴拿马城的市长，来到中国餐厅与华
侨一同庆祝，这种场景在以往、在别的国家都是很罕见的。

广州“巴拿马村”见证华人奋斗史
张逸倩

图为11月24日中国元素亮相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 新华社记者 汪 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