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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人拉姆利的工作是用弯刀在 600
棵橡胶树上依次划出一道口子，让乳胶沿
环形缝隙流到杯子里。天气好的话，他可
在3小时内完成当天工作。

橡胶园位于建宁欧，距旅游城市哥打
基纳巴卢约 150公里。在这里，像拉姆利
这样的胶工有 400 多人，平均每人负责
1800棵树，3天完成一个工作周期。

拉姆利先前在首都吉隆坡从事空调维
修，在建宁欧工作刚 4 个月。他告诉记
者，自己上个月收入2000林吉特 （1美元
约合 3.89 林吉特），而在吉隆坡，差不多
水平的工资扣掉房租和交通费后所剩不
多。拉姆利有3个孩子，正打算让妻子也

接受培训开始割胶，以增加收入。
马来西亚曾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橡胶生

产国，仅次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近年来，由于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

迷，很多胶农改种棕榈树等经济作物，加
上政府积极发展橡胶手套等下游工业，从
事割胶行当的人越来越少，橡胶种植面积
也逐年减少。

然而，低迷的现状没有让中国广东企
业广垦橡胶集团却步。从 2008 年至今，
广垦橡胶和当地公司婆联木业合作，投资
数亿元人民币租下3万公顷土地，引进中
国育苗技术发展天然橡胶种植，旗下橡胶
园已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天然橡胶园之一。

赖雄辉是合资企业广垦橡胶 （婆联）
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告诉记者，在东南亚
发展天然橡胶种植好处很多，这里气候条
件得天独厚，橡胶产量很高，用工成本相
对较低。

赖雄辉说，马来西亚胶工年纪普遍在
20 岁至 30 岁。在中国，即使工资水平上
浮40％到50％，仍难找到足够的工人。

目前，种植园内约有 77 万棵产胶
树。赖雄辉表示，随着可供割胶树木进一
步增多，规模效应将降低成本。广垦 （婆
联） 计划今后几年内把产胶树数量提高到
200万棵，届时会需要更多割胶工人。

通常而言，一棵橡胶树需要至少生长

5 年到 6 年才能开割，这意味着，今后几
年至少需培育几十万棵树苗。赖雄辉说，
政府保护当地用工市场，限制使用外国劳
工，公司招工并不容易，目前还有 200多
人缺口。

沙巴建宁欧种植园不是广垦橡胶在东
南亚的第一个项目。近年来，企业利用橡
胶价格低迷、市场整合的契机，陆续进入
越南、印尼和泰国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
天然橡胶全产业链企业之一。

赖雄辉说，公司计划建立一个橡胶加
工厂，就地加工附加值更高的橡胶制品，

“最重要的是，让当地人看到我们扎根在
这里准备长期发展”。 (据新华社）

一边欣赏展示新款服装的模特在眼前走过，一边就可网上下单购买看中的
同款产品，天猫在纽约时装周“中国日”上推出的这种新零售模式正把中国知
名服装品牌推向国际市场。

天猫“中国日”7日在美国纽约时装周拉开帷幕。太平鸟、Clot、Chen-
Peng、李宁等中国品牌首次在时装周官方场地集中亮相，并为时装周带来新零
售和数字化元素。这些中国品牌都是第一次踏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李宁电商事业部总经理冯晔说：“筹备委员会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加，我
们第一时间就拍板决定了。仅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从设计、打样到秀场设
计。”

中国品牌纷纷看好此次依托新零售模式“出海”的资源累积，希望为走向
国际市场奠基，推出的款式也着力寻求中西结合的平衡点，向世界传播中国时
尚元素。

“中国日”当天，纽约时装周官方场地“现代视窗”被亮眼的中国元素包
围。

去年9月，天猫与纽约时装周宣布达成战略合作，成为纽约时装周男装周
中国独家电商合作伙伴及女装周全球首个电商合作伙伴。双方约定在纽约时装
周官方日程设立首个以国家命名的“中国日”，同时借助天猫新零售商业力
量，帮助全球的设计师品牌，促进中美时尚圈交流与融合。

在新品发布和秀场展示之外，天猫为时装周及参与品牌提供新零售技术支
持。全球数以亿计的顾客能在天猫专门设计的“纽约时装周天猫中国日”页面
中，通过边看边买在第一时间买到模特身上的秀场同款。

美国设计师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文·科尔布说：“电商将是我们接下来重点
帮助设计师的创新探索方向。”他表示，希望天猫能为美国设计师品牌搭建平
台，在中国市场建立全新的销售通路。

（据新华社电）

波士顿图书馆华埠分馆开张

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华埠分馆 60年前因修高速
而拆除，而经社区近20年来的全力争取，近日正式回
归，对民众开放。

波士顿市长伟殊为新馆开幕剪彩，近百名华埠组
织和居民到场见证历史时刻。伟殊指出，“波士顿近年
来不断有大公司入驻，平时话题多是城市发展和包
容、人口和工作机会增加。而今天主题是将服务带回
社区，是关于波城没有忘记的起点和初衷。”

他说，华埠图书馆为近 60年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华
埠带回这一服务。他忆述当年竞选市长时，华埠争取
图书馆的青年要求每个候选人签字承诺，而现今承诺
实现了。伟殊对争取数十年的青年、耆老、居民和组
织表达感谢。 （据中国侨网）

意大利侨界迎新联谊会举办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和夫人丁明举办 2018年
侨界迎新春联欢会，极大地激发了侨胞的热情，凝聚
了侨力。

李瑞宇向旅意侨胞致以新年问候和良好祝愿，并
向大家介绍了 2017年中国所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中
意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一带一
路”建设为中意经贸合作和广大侨胞带来的机遇。 联
欢会上，使馆领事部的文艺骨干和多才多艺的侨胞，
为嘉宾们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掌声、欢笑声
此起彼伏，将联谊活动推向了高潮。

（据中新网）

美华总会拟设公共事务委员会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拟成立公共事务委员会，以促
进华人社团与地方政府及民选官员的联络与沟通。 近
日，该会会长李社潮在美华总第七届干部大会暨新春
联欢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平应邀出席了晚
会。 为进一步促进华人社团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与交
流，特别是与地方政府及民选官员的联络与互动，美
华总宣布成立公共事务委员会。筹备成立该委员会的
成员包括律师、媒体公司负责人，及文化传播公司负
责人等。李社潮表示，华人社团需要这样一个渠道传
达华人的声音，达到维护华人群体利益的目的。

（据中国侨网）

林江师傅 （如图） 20 世纪 80 年
代从中国香港来美国，靠一双巧手
开设量身定做的西服店，深得美国
人青睐。一针一线，都是老师傅对
传统的坚持。但是，新生代只爱美
观设计，却忽略裁剪细节，上世纪
享誉国际的西服业，如今变成无人
问津的手艺，65 岁的林师傅也感
叹，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

从学徒做起

林江师傅身穿他最爱的格子衬
衫，披着黑色西装背心，戴一顶格
子鸭舌帽。 林江表示“天天都是这
样穿”，并且衣柜里都是西装和衬
衫。 香港西服业于 20 世纪 50 至 90
年代盛极一时，许多上海裁缝师到
了香港，落户后便开设西服工厂，
招收学徒工作。初中毕业的林江便
是学徒之一，17 岁入行学做西服。
一般来说，西服业采取师徒制，徒
弟凭口碑选择了师傅后，便搬到工
场或师傅家同住，一学便是三年。
除了学裁衣，更要照顾师傅的起居
饮食。“幸好有师母做饭，不然我们
要学烧菜！”林江称，当时他月薪为
20元。 从名门望族到显赫高官，西
服师傅针下尽是家喻户晓的大人
物。世界八大船王之一的包玉刚、
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善衡、赌王何

鸿燊，都曾是他店里的座上客。林
江想一睹真人，只能上门送西服，
赚得 50 元小费。那时候香港的一碗
牛杂粉才卖 5毛钱，“那时候的 50元
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了！”

为顾客量身定做

西服师傅靠名气做生意，林江
受邀来美国做工。两年后，他的太
太爱上了美国生活，林江便决定留
下来置家。与普通移民一样，林江
从餐馆做起，花了两年时间学习炒
菜以及店面工作。30 来岁的他血气
方刚，“难道我一生要在这里剥虾
壳？”他亚特兰大的一位朋友把改衣
店让出来，林江便接手了，重新提
起针线做回老本行，但该店并没有
量身定做西服的服务。 在亚特兰大
工作了十余年后，林江离开安定的
生活来到纽约，为的是开一所可以
为顾客量身定做的西服店。“纽约的
裁衣店数量相当多，但可以量身定
做的却少之又少。”林江的店开在华
尔街，吸引了不少白领。长此以
往，他积累了很多客人，但其中华
人并不多。“站在华人的角度，我们
都舍不得花钱去裁衣。”一件西装造
价1500美元，在行内已算便宜，“裁
衣费用动辄就过百美元，比买一件
还要昂贵，所以华裔客人可能连百

分之一也不到。”

一直做下去

六年前飓风珊迪来袭，位于下
城区的店铺统统被淹没，西服店再
次面临搬迁。林江的裁衣店便离开
白领区，落户充满高尚住宅的上东
城，但面积却从 1000 尺缩小到 200
尺。靠熟客维持的西服业，留得住
旧顾客，却无法招引新客。“现在做
西服的师傅，年龄大的大，退休的
退休。年轻人又不肯以师徒制方式
拜师，既耗时又无钱，面临后继无

人的问题。”林江没有儿女，现在在
店里工作的女工裁缝师，并没有经
过严格的拜师学艺过程。 纵使头发
花白，林江仍没有退休的念头。“很
多行业有年龄限制，但做西服不
是，很多师傅做到 80 岁也不退休。
人老了未必做得快，但有稳定收
入，可以维持生计，没有体力不支
的问题。”他深信这一行在美国不会
式微，“若你有裁缝技术，一定可以
以此安身立命。问题是年轻人是否
愿意花时间去学。”

（据中国侨网）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8日表示，“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已
成为国家级文化品牌，访演秉承精益求精的原则，不求数量、更重质量。

2018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结束了 4日、5日香港站的访演
转至澳门，将于 8 日至 9 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为当地观众献艺。自 2011 年以
来，该演出不断创新，以高水准的艺术观赏性，成为澳门民众春节期间必
不可少的“中华文化盛宴”，被亲切地称为“澳门春晚”。

裘援平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访演有了新
的发展和全面提升。

她介绍，首先“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已成为国家级文化品牌，访演秉
承精益求精的原则，不求数量、更重质量。坚持与国家级文艺院团合作，
邀请国内知名艺术家加盟，通过高格调、高水平的文艺表演，为春节文化
走出去活动树立专业标杆，成为海外春节文化活动的一张靓丽名片，被列
为春节文化走出去三大国家级文化品牌之一，同时完成文化服务商标的注
册，品牌海内外知名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此外，“四海同春”演出的形式内容不断创新发展。裘援平说，近年来
我们对“四海同春”展演形式和内容进行积极探索，以适应中华文化走出
去和侨社侨胞的文化需求。例如：与北京舞蹈学院合作，专门为港澳地区
打造一台独具特色的春节晚会；注意增加国际和时尚元素，吸收各国当地
艺术家和国内青年偶像歌手参演，以增进中外人文交流，争取更多青年人
走进剧场。

据介绍，2009年以来，国侨办 10年间已累计向 144个国次和港澳地区
派出69个“四海同春”艺术团组，在五大洲303城次演出417场，广场和剧
场观众超过610万人次。2018年，国侨办将与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歌
舞团、中国杂技团等院团合作，组派 6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
分赴五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城市演出33场。

（据中新社电）

扎根东南亚的中企橡胶园
刘 彤

林江：我在美国做西服
黄靖凝

凌晨3点半，27岁的拉姆利准时
起床。半小时后，当他骑摩托车赶到
几公里外的橡胶林时，马来西亚沙巴
州清晨的气温正适合割胶。

马来西亚沙巴州风光。 资料图片

“四海同春”成为文化品牌
杨 喆

新零售助推中国品牌走向国际
徐兴堂

2 月 6 日晚，北京舞蹈学
院青年舞团在阿尔巴尼亚地拉
那艺术大学上演舞剧《傩·情》，
庆祝中国春节以及北京—地拉
那友城结好 10 周年。图为演
出现场。

钱 尼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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