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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网络 初步形成

“立足华社，扶弱济困；为侨服务，因地制宜。4
年光景，60 家华助中心遍及全球；解难事、做好事、
办实事，为海外侨胞营造温馨友爱之家。”

在日前举办的“2017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
奖典礼上，“华助中心”获“特别致敬奖”。短短60余
字的颁奖词，展现了一个不断成长、不忘初心的“华
助中心”。

2014 年 6 月，国务院侨办将建立“海外华侨华人
互助中心”列为“海外惠侨工程”的一部分，希望在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城市，选择具有一定公
信力和影响力的华侨华人社团，成立“华助中心”，为
当地侨胞提供帮助。同年 9 月，首批 18 家“华助中
心”在北京揭牌。

4 年间，“华助中心”相继在美国、加拿大、日
本、菲律宾、法国等国落地开花。截至目前，全球

“华助中心”已增至60家，遍布40个国家。裘援平表
示，全球为侨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

巴西圣保罗“华助中心”办公室主任叶王永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以前各地侨团也提供助侨服务，
但“华助中心”成立后，各地侨团得到统一指导，更
好地团聚起来。

“‘华助中心’的成立让我们认识到，侨团可以
做更多的事，为侨胞提供更好的服务。”叶王永说。

扶危救困 侨胞“点赞”

张杰是国务院侨办外派的一名华文教师。两年
前，在他担任菲律宾华校校长、菲律宾华教中心交流

部主任时，当地“华助中心”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当时，菲律宾的一名外派教师患了精神上的疾
病，需要立即回国治疗。由于该教师病情危急，菲律
宾“华助中心”的医生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服务，
及时控制住了病情。在机场，“华助中心”还派专人协
助该老师上飞机。在“华助中心”的帮助下，这名在
菲律宾的外派教师才没有耽误回国治疗。

近年来，不仅在菲律宾，世界各地的“华助中
心”都不断实践着其“关爱、帮扶、融入”的理念，
开展了一系列扶危救困的工作，给当地华侨华人带去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去年 8 月，美国休斯敦遭遇强飓风袭击，华侨华
人聚居地洪涝灾情严重。休斯敦“华助中心”24小时
不间断地工作，转移安置受困人员，帮助侨胞寻找失
联亲人。

在法国，华侨华人遭遇暴力的情况接连不断，巴
黎“华助中心”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组织华人社
区团结抗暴。在去年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中心还帮
助受害者亲属解决生活困难。

在巴西，在听说一名华侨 2 岁的孩子被歹徒劫持
后，圣保罗“华助中心”立刻联系当地警方、媒体，
发动数万侨胞通过社交媒体给绑匪团伙制造了巨大的
舆论压力，成功救回了孩子。

在张杰看来，“华助中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华助中心’依托当地华人社团，无论是人脉关
系，还是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华助中心’都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心的工作人员有着对同
胞的深切热情。”张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称，“华助中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以前很多华侨华人不知道‘华助中心’这个机
构，现在他们有困难，便会想到向‘华助中心’求
助。”任俐敏说。

多措并举 助力发展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表示，“华助中心”发展
成果喜人，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资金不足，工作
人员数量和素质有待提升，信息化建设程度不一等，
这些问题制约了“华助中心”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仍有很多华侨华人不知道如何联系、求助
当地的‘华助中心’。中心要加强宣传力度，让人们了
解有这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机构。”张杰说。

任俐敏表示，接下来，法国巴黎“华助中心”的
工作重点是加强中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让他们懂
得如何对遇到困难的华侨华人提供更好的帮助。

叶王永指出，2018 年，巴西圣保罗“华助中心”
要组织力量翻译与侨胞经营紧密相关的涉商法律法
规，帮助在巴华商解决经商没有合同和合同内容缺失
的问题；邀请巴西税警开办税务讲座，帮助侨胞更深
入地了解当地法律。中心还要加强公众号等自媒体的
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

各国“华助中心”面临的问题不同，采取的举措
也不一。不过，它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即扶弱
济贫、为侨服务，为海外侨胞营造温馨友爱之家。

“华助中心”初心未改，步履不停。为侨服务，它
一直在路上。

“华助中心”：

为侨服务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图为在“2017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华助中心”代表、老挝“华助中
心”主任陈毅奋 （左） 上台领奖。 中新社记者 富 宇摄

一身浅灰色西装，举止温文尔雅，显得从容而谦
逊，这是华裔赛车手程飞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

登上世界舞台
日前，在“2017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中，程飞

和董荷斌入选年度“新闻人物”。
作为华裔赛车手，他们挥舞五星红旗，代表中国车

队多次站上了世界赛车最高领奖台。
“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艰苦的

比赛，有赛车界“奥林匹克”之称。
2017年 6月，在这一比赛中，董荷斌、程飞率耀莱

成龙DC车队包揽LMP2组别世界冠、亚军，并获得全场
比赛第二三名，创造了中国车队在世界最高级别比赛的
最好成绩。

“赛车世界顶级赛事的领奖台从没飘扬过五星红旗、
奏响过中国国歌，我们两个华人代表中国赛车人做到
了，非常开心。”谈及此，程飞依旧有些激动。

“在赛车这一小众体育里，我们证明了中国可以做
到，我相信，不管在科技、医疗还是其他领域，中国也

都可以做好。”他说。

坚持赛车梦想
1989 年，程飞出生在北京，6 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

西雅图。10岁那年，在同学家开的卡丁车场玩耍时，他
的赛车天赋引起了同学父亲的注意。

程飞想学赛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想法并
没有得到父母支持。在程飞父母的传统认知中，玩赛车
的孩子是“不安分”的。

经过他多次哀求，父母仍然不为所动，但程飞并没
有就此罢休。在保证学习成绩的情况下，他偷偷打零
工、省下零花钱，投入到卡丁车训练中。

临近高中毕业时，程飞已经攒下了 1 万美元，而彼
时买一辆卡丁车需要 3万美元。他鼓足勇气，向父母借
钱，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实现梦想。

这一次，父母的态度有所缓和了。程飞的母亲说，
如果不是真正热爱，如果没有一种“执念”，他是不可能
坚持这么久的。于是，他们和程飞签订协议，如果他考

上一所好大学，就同意他练习赛车。最终，程飞不负所
望，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后来，程飞多次参加比赛，并屡屡获奖。对职业赛车手
而言，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不可错过。于是，大二那年，程飞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做一名职业赛车手。而他在赛
道上的表现，最终让父母选择了信任并且支持他。

为中国梦添彩
参加各种比赛，程飞和董荷斌都执中国赛照。“我的

梦想是世界冠军，我要用个人梦，为中国梦增添一点丰
富色彩。”程飞说。

对二人而言，参加比赛、追求冠军并非全部。2015
年，程飞、董荷斌与著名影星成龙共同创建了耀莱成龙
DC 车队。自车队成立起，他们就把推动赛车产业技术
发展作为努力的一大方向。

“赛车其实也是汽车研发的测试工具。”2017年是中
国新能源汽车元年，程飞透露，在2018年，他和董荷斌
会多回中国，成立赛车研发中心，为中国新一代汽车研
发作贡献。 （据中新社电）

华裔赛车手程飞：“不安分”的孩子能发光
马秀秀

由日本侨报社社长段跃中撰写的
关于他在日本推广“一带一路”的文
章，于 1 月 10 日获得了中国新闻社举
办的“‘侨’这新时代”主题征文活
动二等奖。

4 年多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在国际上影响广泛，但日本
了解这一倡议的人并不多。

过去一年，第一本关于“一带一
路”的日文书在日本出版，日本首个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东京成立，这
些成果都离不开段跃中的积极宣传推
广。

在日华人记者段跃中 1996 年创办
了专门出版中日文化交流图书的日本
侨报社。

2016 年底，他从人民出版社引进
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 《一带一
路：机遇与挑战》 一书的日文版版
权，半年后出版了该书的日文版 《一
带一路详说》。

段跃中表示，在日本 4000 多家出
版社中，日本侨报社是第一家将“一
带一路”理念用日文图书的形式在日
本推广的。

为了让图书得到更多日本读者的
关注，他还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之一 《朝日新闻》 刊登了 《一带一路
详说》 的广告。此书在亚马逊 （日
本） 有关中国的书籍销售榜中排名第
六。

《一带一路详说》出版后，段跃中
又有了一个新想法——成立“一带一
路”日本研究中心。

段跃中多次联系日本著名学者、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进藤荣一，向他介
绍 《一带一路详说》 的出版情况以及
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的想

法。最终，进藤荣一被段跃中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同
意联合有关学者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在东
京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学界第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研
究组织，段跃中与20多位学者成首批发起人，进藤荣一
成“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的法人代表。

始终关注中国发展的段跃中说，身为海外游子，
能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日本的宣传推广做些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他感到很欣慰。要让日本社会广泛了
解、认同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很多事要
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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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近日，2018年“华助中心”年度工作

交流会在浙江省杭州市落下帷幕。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交流

会时表示，“华助中心”从无到有，茁壮成

长，以真情、挚爱给侨社增添了温暖，给侨

胞提供了关爱，已成为凝聚侨社力量，促进

和谐发展，造福广大侨胞的重要平台。

中央“五侨”领导联席会议召开

近日，第 35次中央“五侨”领导联席会议在中国侨
联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
长、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出席会议并讲话。

万钢表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要牢固树立大侨
务的理念，要有风险意识，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要服务创新发展、做好海外留学人员工作。

中央“五侨”领导联席会议是推进侨务工作的一个
重要机制和平台。其中，中央“五侨”指全国人大华侨
委员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
会、致公党、中国侨联。自 1999年至今，会议已经持续
了19年，共举办了35次。 （据中国侨网）

澳广东总商会获赠少儿书法

1月15日，澳大利亚广东总商会受赠广州少儿百福书
法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吴冠明和书法学生的老师陈志雄把 100 幅

“福”字少儿书法赠予澳大利亚广东总商会。
澳大利亚广东总商会会长郭子宁说，她会将小书法

家们书写100幅“福”字带回墨尔本，在澳大利亚广东总
商会新春晚会上作为广州少儿的祝福，派送到华人社群。

（据中国侨网）

厦门首家民间华侨文史馆开馆

近日，由厦门翔安区新店镇澳头村乡贤、澳头华侨
联谊会会长蒋永泰创办的厦门首家民间华侨文史馆“澳
头古厝闽侨文史馆”在澳头村开馆。

闽侨文史馆位于一幢建于晚清光绪年间的闽南古厝
内，内有展品近百件，是蒋永泰历时3年从海内外收集整
理而得，包括侨批、器具、照片和书籍等。

蒋永泰表示，在收集整理闽侨文史资料的过程中，
他被华侨先辈爱国爱乡的先进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

（据《福建侨报》）

泉州建成11个“海丝文化”游学基地

1 月 13 日，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长廖伏树为泉港区
北大培文外国语学校和晋江中小学生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授予“海丝文化”游学基地牌匾。至此，泉州已建成
11个“海丝文化”游学基地。

廖伏树指出，泉州设立的“海丝文化”游学基地已
累计吸引一万多名学子参与。 （据中新社电）

图为少儿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索有为摄

当地时间 1 月 14 日晚，多伦多华人话剧团的首

台原创剧目 《我们的海鸥》 在大多伦多地区旺市公

演。该剧讲述了加拿大一群中国大陆移民经历的事

业、生活、情感上的磨难与波折以及他们在对美好

未来的追求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多伦多话剧团成立于 2007 年 9 月，平均每年上

演一台大型话剧，丰富当地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多伦多多伦多华人原创话剧公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