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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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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青年“另辟蹊径”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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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图为海外投放的共享单车。资料图片

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各地华人也是如此。如
今，一些不安分、爱折腾的华人青年觉得，大部分
人为求安稳做出的职业选择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他
们勇敢地跳出人们眼中的“康庄大道”，凭借自己的
胆识和智慧，探索出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十几名员工，每月能够处理几百单业务。
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徐铭泽就几次“跨界”：在
德国先读了建筑结构，后来跨专业读了媒体与市场营
销，又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他开始在德国
做互联网媒体营销工作，主攻线上线下活动的组织管
理。他喜欢旅行，想要将这一兴趣和自己在工作中得
来的组织运营经验结合起来，于是，他转向做华人在
欧洲的旅游线路和产品的开发。到目前为止，他已经
坚持了 4 年，并从中收获了乐趣和成就感。徐铭泽
说：“让旅行者可以醉心于旅行，是我可以付诸努力并
坚持一生的职业所在。”

职业选择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因独特的职业选择而闯入大
众的视野，他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华人热衷的行业，在
选择发展方向时更懂得“量体裁衣”。
初代华人走向海外时，从事的多是餐饮业、零售
业等产业。近些年，新移居到国外的华侨华人中，有
相当多的人是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这部分华侨华人的
教育水平较高，对自身的能力和目标有更清醒的认
识，能够洞察到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新机遇，从而在
职业选择时更加灵活。因此，华人新生代择业范围逐
渐宽泛，也出现了创业者、自由职业等多元化、小众
化的职业选择。
“以前的一些华人对外界信息不够敏感，教育程度
和语言的问题也限制了一部分华人对某些职业的选
择。如今的‘90 后’想法更多，所以，与以前钟爱法

侨乡文化研究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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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海外投放的共享单车。

在初到德国之时，翟程远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成长
道路——学习完本科机械专业的课程，最好能进入德
国大企业工作，一步步升至中高层，能得到派遣回中
国工作的机会就更好。如愿进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工
作后，他却发现“现实很骨感”，在大企业的发展速度
和可能达到的高度都远不如他预期。重回校园，翟程
远选择了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碳纤维与轻量化制造专
业，却在校外实践中发现了“痛点”——华人游客在
欧洲购物后会面临繁琐的退税流程。
“我觉得可以用移动互联网的手段来解决退税这一
问题。”翟程远说。于是他联合自己的团队，推出了以
“易退税”手机软件为主的一系列移动互联网产品。产
品主要面向华人游客，帮助用户自动生成退税单，并
将海关的退税款项直接转向用户的银联卡或微信。目
前，翟程远开创的这一业务已经覆盖到了德国、比利
时、卢森堡等 6 个国家，线上线下用户已有 2 万余名，
月流水达到了 130 万欧元。
郭晨曦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后，来到
菲律宾读工商管理硕士。读书期间，她听到了一些华人
投资失败的案例，感到有些困惑：在异国做投资之前，这
些华人有没有做背景调查和尽职调查呢？读完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她试着在菲律宾开办了一个咨询公司，向华
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风险方面的咨询。随着公司的发
展，她逐渐扩大业务范围，开始向华人企业提供证照办
理、本地劳工招聘等服务。目前，她的咨询公司已雇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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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严瑜）“2017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
颁奖典礼 10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侨办主
任裘援平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此次活动由中国新闻社
主办，中国侨网承办。
活动现场，“2017 全球华侨华人十大新闻”、“2017 全
球华侨华人新闻人物”、“‘侨’这新时代”主题征文获
奖名单揭晓。
“2017 全球华侨华人十大新闻”依次为：“中共十九
大召开，对华侨华人提出新期待”、“习近平对侨务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作出批示”、“中国出台出入境新
规，为外籍华人设专属条款”、
“ 中国全运会首次邀请华侨
华人参赛”、
“ 加拿大温哥华市议会全票通过报告，就排华
史道歉”、
“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聚焦‘一带一路’”、
“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逝世引关注”、
“ 法国华侨遭
警察射杀震惊华人社会”、
“ 章莹颖事件引发海外留学安全
话题”、
“《战狼 2》再现撤侨事件，点燃侨胞热情”。
世界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美国首位两次入阁的
华裔女性赵小兰、法国本土首位华人国会议员陈文雄等获
评“2017 全球华侨华人新闻人物”。此外，海外华侨华人互
助中心获得“2017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特别致敬。

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随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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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电脑、财会等领域的就业惯势相比，如今华侨华
人选择的职业也更趋于多元化。”郭晨曦说。

1 月 9 日，“侨乡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海
口举行。来自国内研究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海南省、
市涉侨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海南师范大学教师、研究生等
60 多人参会，就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研讨会上，侨乡文化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欢做了 《侨乡文化建设的思
考》 主 题 演 讲 。 据 中 国 华 侨 华 人 研 究 所 所 长 张 春 旺 介
绍，目前，侨乡文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侨乡文
化研究中心”和广东、广西、云南、浙江、福建、黑龙
江、海南等 7 个重要侨乡的省级“侨乡文化研究中心”陆
续成立，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批全国、
省、地、市、县、乡的华侨历史博物馆或展示厅、纪念
室等，保护维修了一批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涉侨历史建
筑。
（据中国侨网）

挑战与机遇并存
提到华人在海外的职业选择，徐铭泽说，这与机
遇、人脉、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知识储备等都有一
定的关系。海外华侨华人中像他一样在职业选择上
“不走寻常路”的人算不上主流，但也有一些。相比在
中国，华侨华人在海外做出个性化的职业选择，要面
临工作许可等挑战和现实问题，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
都有其过人之处。
据翟程远观察，近年来，华人在欧洲的就业范围
在逐渐扩大，选择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华人选
择将中国的创新模式向海外输出，在海外模仿中国的
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例如，一些华人在欧洲推
广共享单车、外卖等“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虽然
也有一些欧洲本地的企业在和华人的创业公司做竞
争，想要做好也很难，但是现在华人创立的企业越来
越多，从趋势上来说还是好的。”翟程远说。
郭晨曦说，在祖 （籍） 国富强之后，“国家势能”
会惠及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例如，在经济方面，中
国有输出优势，中国的产品在质量、价格上都有优
势。“很多中国已经很热的东西，别的国家还没有人去
做，这就是我们经济模式上的优势”。此外，在文化方
面，新移民带着新的中国元素走出来，麻将、火锅等
中国元素在国外的知名度已经很高。她认为，这都可
以为华侨华人的职业选择带来机遇。

图为“侨乡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现场。
图片来源：海南省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

法国华商开始享受旅行

《朱鹮
朱鹮》
》 在美首演

孔

2018 新年到来之际，路过巴黎
北郊的华人商圈，蓦然发现，很多
店门是关着的。这是为何？仔细一
看，店门上都写着：去度假。
在社交平台，满眼是华商们的
度假照片：海滩、雪山……
“华人开始度假旅游了。”这与
几年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约在十年前，大多数法国华
商朋友还不怎么度假。不少华商朋
友，连巴黎周边的景点都没去过。
问他们原因，只有一个字：忙。其
实是第一代移民对现实生活总有一
种搁置不下的漂泊感和紧迫感，让
他们不能去想度假的事情。
如今出现与之前不一样的景
象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观念的转
变：享受闲暇时光，也是生命的重
要部分；再加上华商们生意基本上
了轨道，孩子大多数已经成年，也
让很多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
间。最主要的是，经过多年的发
展，华人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
据了解，旅游度假已成为法国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人的假期“全
勤率”最高，89%的人会休完整个假
期。除了出国旅游之外，城市居民大都喜欢到海边或
乡间，去尽情享受阳光、沙滩和空气。
然而在法国，华人给人的印象是尽可能多地把时
间用于工作、赚钱，很少让自己休假。即使在假期，
他们也会更多地选择回国探亲访友，没有时间与精力
享受度假。
随着社会的变化，如今，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度
假休闲的认知已经大有改观。这种改观离不开思想观
念的转变，经济基础的支撑，还有就是华裔开始意识
到，要想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生活，就要适当地
“随波逐流”。
度假，既能够缓解华人在海外工作的压力，使生
活进入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说不定还能找到新的机
会，也可以使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减少冲
突与误解，其实意义不一般。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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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剧 《朱鹮》 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
寇克剧院举行美国首演，精彩的演出赢得在美华侨华人和当地观众的
一致好评。
左图为 《朱鹮》 的舞台表现效果。
中新社记者 廖攀摄
上图为演员在 《朱鹮》 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秦朗摄

华 人 针 灸 师 巴 西 推 广 中 医“ 功 夫 ”
李晓琳
“从前在海外提及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功夫，如今中医
针灸也逐渐成为中国的一张‘国际名片’。”多年来在海外
致力于推广中医文化的针灸师宋南华说，当人们感受到中
国传统医学的神奇后，方知这才是“功夫中的功夫”。

传播中医文化
宋南华祖籍云南临沧，二十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在
巴西推广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力推针灸进入巴西主流医疗
体系。他不仅是第一位在巴西取得西医医师执业资格证的
华人针灸师，也是获得拉丁美洲国家人文科学院的新任院
士的首位华人。
在国内外获誉无数的宋南华说，“这些荣誉是对中医
的认同和肯定，是对我传播中医针灸文化的表彰，更是一
种鞭策。”
1995 年，宋南华踏上了巴西的土地。“巴西是一个移
民国家，对外来文化接受度很高，巴西人对中医的认识和
喜爱程度也超乎我想象。”正因如此，宋南华有了留在巴
西传播中医文化的想法。

为中医“正名”

图为法国街头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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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当地的执业医师行医资格证，针灸被划归为
美容理发同属性的服务行业，宋南华也只能被称为“技
师”，这让一心想在巴西推广中医文化的宋南华憋屈又难

过。“只有得到主流社会和主流医学的承认，才能表明中
医文化在当地获得成功。”宋南华决定通过当地医生资格
考试，为中医“正名”。
语言不通、无法全日制学习、生存压力……宋南华花
了 9 年时间，经过 3 次考试考取了西医医师执业资格证
书。自此，他在巴西行医才算名正言顺。
在巴西行医二十余载，宋南华的医术通过口口相传，
让诸多巴西民众体验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神奇。
“我最小的患者是一个 6 个月大的男婴，受便秘困
扰，肚子胀得像排球般大，他的母亲奥利维拉虽是著名儿
科医生，但对自己孩子却束手无策。”宋南华说，奥利维
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孩子前来就诊，经过他诊断，在婴
儿手臂的肺经上轻轻扎了两根银针，两小时后，男婴开始
排便。“从此，奥利维拉便成了中医针灸的‘代言人’，走
到哪里都宣传中医的好，并开始学习针灸。”

府官员都慕名而来，自己的诊所一度被称作“巴西的高干
病房”。
宋南华说，目前针灸在巴西作为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
被纳入到国家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有 260 余家公立医院建
立了针灸治疗科室；很多医学院还开设了中医理论课程。
宋南华深知，如今中医针灸在巴西取得如此局面来之
不易，是广大中医同仁不懈努力的成果。他表示，自己会
继续为中医医学能成为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
毕生努力。
（据中国新闻网）

纳入医保体系
这名巴西名医的“代言”效果，也像针灸一样立竿见
影，宋南华的医术和名气在巴西社会得到迅速推广与认
可，前来接受治疗的患者不仅有巴西普通民众，还有许多
“大人物”。
宋南华笑言，巴西前国防部长罗贝洛因腰椎间盘突出
接受了针灸治疗后赞不绝口，经过他的推荐，许多巴西政

图为中医针灸施针的场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