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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会是什么？参加两会要做
什么？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列
席代表又从两会带回了什么精神呢？
北京时间3月25日，中国温州和法国
巴黎的青少年们在一堂有趣的海外直
播课堂中，学习两会知识，增加对中
国文化认识及风土人情的更深了解。

这场以“中法连线‘童’传两
会”为主题的两会精神宣讲会，巴黎
那边由温州市鹿城区海外传播官、法
国华侨华人会主席受邀列席全国政协
会议的海外侨领代表任俐敏主讲，温
州这头由鹿城区桂柑社区主任、全国
人大代表柯建华主讲，鹿城广电新闻
中心联合温州新闻网、新华社现场云
等平台，对这一场特殊宣讲会进行现
场直播，把两会的声音、鹿城温州的
故事传向海外。

“当我们听到大会堂里的国歌响
起，爱国之情也在内心涌动。”宣讲
员任俐敏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第一次
参加全国两会的感受：感到无限光荣
的同时，也深感肩上的责任，要更好
地完成服务侨胞的使命，在两会中为
华侨华人发声，促进中法情谊。

在任俐敏看来，中华文化是维系
华侨华人血脉联系的情感纽带，而

“华二代”的文化认同尤其需要关
注。在宣讲会上，他向小观众们介绍
了法国华侨华人会组建的中文学校，
该校一直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办学目
的，目前在校生数量已达1200多名。

作为鹿城海外传播官，任俐敏希
望借自身的“侨资源”，为中法两国
的青少年搭建起友谊彩虹桥。近年

来，他积极履行鹿城区“海外传播
官”职责，希望能借这样一个海内外
共学两会精神的平台，让更多的在法

“侨二代”、“侨三代”了解祖国的飞
跃发展，为他们争取更多接触中华优
秀文化的机会。

“我从基层来，那我讲讲社区里
的事情。”柯建华在全国两会期间提
交了 11 件带着群众温度的建议、议
案。

“我带去了基层群众的心声，这
次参加两会，我没有留下遗憾！”柯
建华欣慰地向青少年们讲述起自己参
加两会的履职情况和所见所闻，谈感
受、谈体会，以不同的视角解读了全
国两会主要精神，分享了参政建言的
心得体会。

“今天来参加宣讲会的观众中，
有正在学龄的孩子，也有学生家长。
其中，我带去的其中一件议案，就和
你们相关。”

柯建华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思想教育也是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
主要部分，因此，我们平时和学生、
家长接触很多。这次，我带去的《关
于加快家庭教育进程立法的建议》，
就是呼吁家长、学校不仅仅只关注孩
子的成绩，更要关心、引导、重视青
少年的品德教育。

这一建议的内容，引起了两地青
少年的共鸣。“我觉得人大代表关注
的是我们每一个群体的心声，这也体
现了祖国对我们青少年的关注与关
爱，以后我们会更加爱国、爱党，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上江小学夏清同
学感言。“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法
国，但是滋养我的，依然是来自遥远
祖国的精神养分。”在网络连接互动
环节，法国的一位“侨二代”感言。

“代表的使命就是要领会好、传
达好、贯彻好人大会议的精神，让更
多群众、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了解两
会精神。此次海内外同学两会精神的
直播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
有机会把自己的亲身体会，‘零距
离’同海外侨胞、同我们家乡的孩子
分享。”柯建华说。

宣讲会在《叮叮当》音乐声中拉开
序幕，又在一曲《瓯窑之恋》中结束，一
曲曲熟悉而亲切的民谣，唱出了温州
美，更燃起了青少年心中的爱国之情。

（照片均为单晓叶摄）

据加拿大《环球华报》报道，在温哥华，乃至在加
拿大建筑界，韦业祖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用毕生
心血倾心打造华埠建筑，为华社留下丰硕遗产。著名华
裔建筑师韦业祖年前逝世，终年76岁。

从一开始韦业祖就与温哥华唐人街结下了紧密关
系，士达孔拿区是他初抵温市后定居的社区。1968年他
刚从外地回到温哥华，就与建筑师伍德一同参与煤气镇
和华埠复修报告事宜。当时正值温市发展的关键时代，
要兴建有8条行车线的公路穿过华埠，士达孔拿面临被
拆。韦业祖以建筑师身份加入士达孔拿业主及住户协
会，据理力争，最终成功阻止兴建公路。

留学加国 专业长才

韦业祖的外公 1886 年从福建三水来到加拿大，母
亲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出生，年轻时返回香港读

书，就在那里的社区结识了韦业祖的父亲。
在香港出生的韦业祖，在那里接受初级教育，1952

年赴加，开始在加西上高中。随后在卑诗大学建筑系就
读，学制6年，只比学医少一年。

对于在建筑系的学习，韦业祖说，除了建筑学本身
的专业知识外，还能由此掌握加拿大本地相关的法律法
规，这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在以后具体实践中，要懂得
与建筑所在地政府及相关机构联系。

大学毕业后，韦业祖转至英国伦敦市政府工作3年，
为大伦敦议会负责设计可负担房屋。从英伦三岛返回加
拿大，韦业祖在建筑公司又干了 8 年。1978 年，韦业祖
着手独立创业，成立建筑事务所，距今已有近 40 年历
史，在加拿大建筑设计行业算是个老字号。

中西兼修 不忘根脉

作为加拿大著名华裔建筑师，韦业祖负责设计了温

市华埠的“千禧门”牌楼和中山公园，如今这些景点都
成为温哥华唐人街的标志。

在百余年前温哥华华埠诞生的原址附近兴建“千禧
门”，目前已成为通往华埠的一座拱门牌楼。这座象征
华裔历史文化的新地标，从酝酿构想，筹款、设计和施
工，到工程计划完成的重任，由韦业祖一力肩挑。

韦业祖曾追忆说，为设计这座必须符合发扬中国传
统文化底蕴，和凸显华埠环境形象的大型牌楼，他曾用
很多时间做研究，最后决定以华人历史文化所强调的

“和谐”精神，作为“千禧门”立体地标的主题。
“千禧门”牌楼高15米，屹立在华埠片打街和泰勒

街口附近，牌楼顶端以中国传统琉璃瓦和飞檐为特色，
搭配宫殿楹柱；西向的大牌匾以蓝底镂金大字，画龙点
睛地题出“千禧门”；牌坊另一面则有“继往开来”题
款。

作为建筑学的过来人，韦业祖的忠告是，虽在西方学
习，但不要失去中国根脉，不能切断悠久历史，不要抄袭
照搬，要明白里面的精髓，同时融入本地文化里面。

海外侨领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跨洋开讲

中法连线“童”传两会
范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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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联赴佳木斯调研

近日，中国侨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陈迈率调研组到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黑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郭占力，佳
木斯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邱士林，副市长郭雪梅出席
座谈会。

会上，陈迈听取了佳木斯市基本侨情以及侨联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并与该市县 （市） 区侨联负责人以及新侨、侨眷、侨属企业家、
归国留学人员等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就如何做好侨务工作，陈迈强
调，侨联组织在开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侨
务工作部门不能拘泥于过去的职能，要放眼国际环境，让华侨华人融
入主流、回馈当地。

江门启动侨乡社工宣传周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举行以“牢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
第七届侨乡社工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由市民政局主办，蓬江区民政
局和蓬江区残联联合承办。副市长梁许赞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上，第四届“侨乡社工杜鹃花奖”优秀社工、优秀机构
及优秀项目受到表彰。同时，市民政局对我市社会工作发展情况作了
专题报告。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市持证社工有2763人、社工服务机构
134家，社会工作在构建和谐江门、幸福侨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届社工周系列活动展示了侨乡社工风采，提升了社会各界对社
会工作的认知度及认同度，营造了社会工作发展的良好氛围。

厦门归侨侨眷集体观影

厦门湖里区康乐社区侨联日前组织部分归侨、侨眷，观看影片
《厉害了，我的国》，增强广大侨界人士对祖国飞速发展的认识，提升
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该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述，以
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大银幕上。

当看到祖国在也门撤侨行动中动用军舰护送侨民回家时，华侨们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祖国对侨民的爱护，被“有一种速度叫中国救
援，有一种安全感叫祖国带你回家”这句震撼心灵的话语感动得热泪
盈眶。

渝外侨办与美国总领事座谈

近日，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副主任王雯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
杰伟一行在重庆市外事大楼进行工作座谈。

双方沟通了2018年工作计划，王雯提议与美领馆加强合作，推动
双方高层访问、邀请美国企业参与重庆市大型展会、以中美省州长会
为契机开拓与美国中南部省州的联系和交往、举办中美企业联谊会等。

泰州外侨办侨促会访侨企

近日，江苏泰州市外侨办副主任王强、泰州市侨促会副会长陈
俊、靖江市侨办主任王伟、兴化市外侨办主任舒桂兰一行9人考察走访
了江苏镇江市侨资企业、华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建华建材 （中国） 有
限公司，参观了公司展馆、产品，观看了公司发展录像片，座谈了解
了公司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和新产品开发等情况。 (均据中国侨网）

韦业祖：为华埠留下建筑遗产韦业祖：为华埠留下建筑遗产

广东汕头小公园开埠区一期修
复工程完成，到骑楼街寻根、观光
的游客比之前翻了几番。记者近日
探访这片海内外潮人精神家园，看
到来访的乡亲、游客络绎不绝。

据 潮 汕 历 史 文 化 中 心 资 料 记
载，汕头小公园街区是中国内地开
埠的 34 个城市中至今唯一保存较完
好的开埠区，也是中国内地面积最
大的一片骑楼群片区，面积约 3000
亩。其放射状的格局，象征着海纳
百川、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骑楼
的建造汲取了外廊式建筑的手法，
分上楼下廊，上楼为居住区，下廊
则为店面。

记者看到，修复后的骑楼群外
墙用料多样，有水砂石、贝灰、拉
毛，也有红砖。色彩有米黄色、红
色、灰色等。骑楼里的梁柱进行了
加固，有的纹饰装饰了欧式浮雕花
纹，有的则是中式古典的花卉图案
配以怀旧色调，中西合璧浑然一体。

小公园街区的百货大楼，承载
着海内外潮人许多记忆。修复后的
百货大楼弧形的建筑外观格外引人
注目，频频有乡亲、游客留影。修
复后整栋大楼的主体色调为米黄
色，三、四层的小阳台深绿色调别
有年代感。二层的木窗贴着蓝、绿
两种彩色玻璃，三层椭圆形窗户则
贴着红、黄、绿、蓝四种颜色玻
璃。大楼墙角柱体等地方的灰塑件
经重新修补和上色，依然如旧，站

在这弧形的百货大楼前让人仿佛回到上世纪30年代。
附近居民林炳钦老伯说，百货大楼是华侨集资兴建

的，繁盛期员工达300多人。集购物、娱乐、餐饮、住宿于
一体，拥有汕头埠第一部电梯。来汕头，“百货大楼”是必
到的一个地方。这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

98岁高龄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日前回到故乡寻访旧
时居住地，他在小公园开埠区向随行者细细述说温暖往
事，为开埠区活化保育工作连连点赞。

马来西亚华侨林镇兴激动地说：“我每次回乡都必到百
货大楼和小公园亭看看，以前的残破让人心痛，现在的道路
变整洁了，骑楼变漂亮了，要带孩子们回来看看。”

开埠区的邮电大楼、皇后酒楼、国平路等，也都修缮完
成。骑楼街还安装景观灯，使晚上的骑楼群别有一番味道。

据汕头金平区旧城办介绍，小公园开埠区修复改造一
期工程修复改造面积约14万平方米，修复后仅春节期间就
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二期工程项目目前正式立项，面积
约10万平方米，其中将主要是对胡文虎大楼和胡文豹大楼
两栋地标性文物建筑进行高标准修复，面积约 4400 米。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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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带一路”
国际音乐季开幕

日前，2018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
拉开帷幕。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家、
艺术家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带来 18 场演出。
开幕音乐会由中国指挥家张国勇、林大叶执
棒，美籍华裔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阿根廷班
多钮手风琴大师瓦特尔·里奥斯、中国民族声乐
歌唱演员雷佳、中国演员濮存昕等参加演出。
图为美籍华裔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在开幕音乐
会上演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为活动现场

图为法国的华侨华人通过手机收看活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