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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就，我们引以为荣

5 年来，中国发展进步有目共睹，世界
瞩目。如果将中国的发展历程比作一条时间
轴，那么，在海外侨胞眼中，这条时间轴上
的刻度无疑显得更加深刻而清晰。

“大厦、公路、高铁……每次回到中国，
就感觉换了一个样子。过去，国外条件多少
比国内优越一些。但现在每次回到国内，就
明显地有些落伍的感觉。‘互联网+’、移动
支付、共享单车……中国变化速度实在太
快，让我们有些跟不上节奏。”埃及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建南说，现在许多海外侨
胞的子女来到国内后，就不想再到国外就
业，因为中国许多领域都已经走上世界前
沿。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快速，创造了
世界最好的发展环境之一。

在中国取得的诸多成就中，陈建南对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印象深刻。他表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念，
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他对民生议题也非常
关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中
国已经脱贫 6000 多万人口，2018 年还将有
1000多万人口脱贫。这些数字让我震撼、感
动。”陈建南说。

与陈建南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意大利罗
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张国权。他表示，
虽然生活在海外，仍能深刻感受到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国在各个层面展现出的深刻变
化。“不管是经济、科技还是外交，我们都取
得了突出成就，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
牌，高铁、移动支付都在迅速走向世界。不
少到过中国的意大利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
变化太大了！”

在不少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
看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土耳其中国工商总会会长江小斌在现场聆
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当问到令他感受最深
刻 的 是 什 么 时 ， 他 的 回 答 是 “ 掌 声 特 别
多！”原因为何？江小斌表示，政府工作报
告非常关注民生，越来越接地气，讲的都
是实实在在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因此现
场掌声就特别多。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也
被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表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反映在方方面面
的。我们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许多关于民生
的提法，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办事“最多
跑一次”等，尤其是后者，涉及到一系列庞
大的系统工程，由此可见政府的决心。

奥地利华人总会会长陈安申也表示，改
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的
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取得这
些伟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取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凸显，我
们的贯彻能力、执行能力强，这让海外华侨
华人对中国更有信心。”张国权说。

随着中国前进的脚步越走越快，取得的
成就越来越多，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稳步提升。

丹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叶利宗表
示，在丹麦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积极报
道越来越多，普通民众也逐步加深对中国的
了解。丹麦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大
家逐渐形成对中国更加全面的认知。

全非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会长朱怡苑表
示，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中国与南非的合作
也越来越密切，中国企业在进入南非市场过
程中，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技术
交流等方面积极帮助南非。因此，南非各界
都很愿意同中国打交道，甚至组织大量人员
来到中国培训。他们认为，跟中国人打交
道，是一种荣耀。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兼执行总裁滕绍
骏表示，如今，美国“90后”们对中国的印
象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看到的中国，是经过
一路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美国很多年轻人
喜欢来中国游玩、读书或工作，也认为在中
国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不少美
国青年还热衷于中国文化。中国的发展为中
美年轻人之间加大接触，互相尊重，相互认
同提供了契机。

广东省侨商会常务副会长周子涛来自澳
大利亚。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值得自
己引以为荣的事情。“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稳居
世界第二，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在亚太和全球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海外侨胞，我为中国
感到骄傲和自豪。与父辈们相比，我们这一代
人也深感幸运和幸福。”周子涛说。

中国富强，我们腰杆就硬

江小斌 1996 年就从浙江来到了土耳其，
22 年间，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发展给海外
侨胞带来的变化。“记得我们刚来到土耳其的
时候，和当地人初次见面，很少人会认为我们
是中国人。但是，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
在土耳其，一般碰到亚洲人时，当地人都会说
这是中国人。中国富强，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
华侨华人腰杆子就硬了。”江小斌说。

对于 5 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朱怡
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我出国已有 20 多
年，我的切身体会是，祖国越强大，南非整
个国家对华侨华人就越重视。”朱怡苑回忆起
她刚到南非的经历时说，我刚来南非时，当
地很少有人关心华侨华人。然而，随着中国
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南非的投资规模越来越

大，当地华侨华人的地位也随之大幅上升，
中国对南非的经济发展、就业率提升起到重
要作用。“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就是海外华侨
华人的后盾。”朱怡苑说。

除了中国发展让海外华侨华人地位越来
越高，中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侨务政策，依
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当好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最大限度地把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
来、发挥出来。

现场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陈安申对本
报记者表示，回顾过去 5 年，党和政府充分
肯定了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国家现代化建
设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特别强调了要认真落实侨务政策，维护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创
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令我们十分感动。”陈安

申说。
正因为中国的发展与海外侨胞的命运息

息相关，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列席侨胞
关心的议题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深刻。

今年两会，张国权比较关心祖国对海外
侨胞的相关政策，比如如何推进海外华助中
心的建立工作，给海外侨胞提供各种帮助，
如帮助有困难的侨胞稳定生活等。

周子涛则对年轻一代华人的教育问题尤
为关注。他表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推进
和国力的增长，目前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群体
在迅速地扩大。年轻一代华人在海外成长、
受教育，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例如，
在海外，很少能够看到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
际学校，这一空白需要填补。

周子涛还对海外华人回国创业问题十分
关注。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受世界瞩目，机
会很多，近年来也吸引着不少年轻的海外侨

胞回来创业，施展抱负。但在实践中，由于
他们长期成长在海外，对中国的各种政策规
定不甚了解，再加上语言、身份的差异，令
他们办起事来遇到困难和烦恼。“他们中不少
人都有回到中国创业的意愿，但又对国内的
办事流程不够熟悉，希望能有相关部门可以
给予他们具体指导。”周子涛说。

中国前行，我们牵线搭桥

在 新 中 国 建 设 和 改 革 开 放 的 不 同 时
期，华侨华人始终热情关注、积极投身中
国发展，各尽所能，为中国创新发展，弘
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友好，维护祖国统
一，捍卫民族尊严，实现伟大复兴作出了
巨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对此，列席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
胞纷纷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方面，海外侨胞可以发挥桥梁纽
带、牵线搭桥的作用。

叶利宗表示，海外华人社团要引导华侨
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我们
华人社团骨干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一带一
路’倡议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学习和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相关法律法
规、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以及有关市场
需求。然后进行宣传，通过海外华侨华人，
影响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
设中来，为投资、贸易牵线搭桥，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施添砖加瓦。”叶利宗说。

陈建南表示，海外有 6000 多万华侨华
人，许多是华商，在海外有一定资源和经
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以做
好服务，搭建平台，做好对接等。另外，华
侨华人在中国文化和理念推广方面也能发挥
更大作用。“目前，一些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制
度还不是很了解，这次两会后，我们要把中
国的制度优势，两会的精神带到海外，让更
多外国人了解全面客观的中国。我们要扮演
一个‘前锋’的角色。”陈建南说。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溪也持同样
观点。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有着独特的优
势，往往在住在国拥有不少人脉关系，深入
了解住在国文化背景，这意味着，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外
华侨华人大有可为。

江小斌对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深有体会。“土耳其在‘一带一
路’具有独特地理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作
为当地最了解中国的一部分人，华侨华人可
以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搭上这
趟经济列车，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江小
斌说。

除了“一带一路”建设，今年列席全国
政协会议的海外代表，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
聚焦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刘洪友是一
名书法工作者，在日本生活的30年间，他一
直在传播中国的书法文化。他表示，华侨华
人应该根据各住在国实情，做好中华文化的
传播者和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要讲好中
国故事。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为祖国建
设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下一步，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实现中国梦，我们华侨华人也
应该贡献力量。华侨华人熟悉各国的环境，
有在海外多年的工作生活学习经验，要起到
正能量的作用，应该多讲、讲好中国故事。”
刘洪友说。

朱怡苑表示，过去，由华侨华人传播出
去的中国饮食文化、茶文化，都受到全世界
的喜爱。现在海外侨胞也要在慈善公益事业
等方面积极努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
中国形象。

“每一个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一张
展示中国的名片。”朱怡苑说。

图①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图②从北京南开往天津的 C2001 次“复
兴号”标准动车组。

图③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
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硬 X射线调制望远
镜卫星“慧眼”。

图④嫦娥三号探测器地形地貌相机拍摄
的巡视器侧面图像。

图⑤一艘货轮驶进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厦门片区内的东渡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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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真强大 我们真自豪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心中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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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全社会研发投入年
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面对过去5年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今年列席全国政协
会议的海外侨胞们既有惊叹，也有感慨。

他们惊叹的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远超他们的想象。他们感慨的是，身为海外侨胞，应该
怎样融入到中国发展的大潮中，在新时代作出新贡献。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列席全国政协会议
的部分海外侨胞，听他们讲述对中国成就的所见所闻，以及心中的感想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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