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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百人会年会举行

美国百人会 2018 年年会日前在加利福尼亚
州圣克拉拉举行。

美国百人会成立于1990年，总部设于纽约，
由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美籍华人组成，被
视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精英组织之一。百人
会有154名成员，包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美国
科学院院士何大一、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美国
首位华裔州长骆家辉等，现任会长为法学家吴华
扬。

2018 年美国百人会年会的主题为“硅谷：
连接中美之桥”。百人会成员及来自中美两国政
治、经济、学术、媒体等各界人士汇聚一堂，
以专业视角和坦率态度，共同探讨当前经济发
展、先进技术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热点话题。

中国侨商联合会访巴新

日前，在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薛冰
大使的陪同下，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拜会巴布
亚新几内亚外交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阿格
秘书长与代表团热情交流今年APEC带给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商机和中巴新经贸发展。

阿格表示，巴新与中国投资贸易发展潜力巨
大，中国企业近年来给巴新基础设施带来了很大
变化，对巴新社会发展、公益事业、就业贡献很
大。

巴新对侨商代表团此次来访非常欢迎和感
谢，代表团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此次来访选
择的时机非常好，在巴新与中国经贸发展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希望今后加强与中国侨商企业、
民营企业的交流合作。

（以上均据中新网）

捷克办国际中华武术节

日前，第六届欧洲国际中华武术节在捷克
首都布拉格举办，掀起一股中华武术 热，参赛
选手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据介绍，欧洲国际中华武术节在“武林”
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届欧洲国际中华武术节共
有来自9个国家的420多名选手参赛，很多选手
参加多个项目的比赛。

（来源：新华网）

加呼吁设大屠杀纪念日

近日，加拿大华人国会议员关慧贞在温哥
华宣布，决定在全加拿大发动社区展开签名运
动，呼吁联邦政府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关慧贞表示，南京大屠杀常被视为“被遗
忘的浩劫”，“我们必须努力，让如此惨重的暴
行不会被遗忘。”

据悉，签名请愿书包含中、英文版本。温
哥华及多伦多众多侨社代表出席在温哥华举行
的发布会，以示对关慧贞的支持及响应。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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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南永州市零陵区，只要提起蒋洪松的名字，民
众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

今年 49 岁的蒋洪松是奥地利华人，祖籍湖南永州
市零陵区珠山镇罗川屋村。从海外归国创业成功，蒋洪
松致力带动家乡贫困户脱贫摘帽。

立领T恤、牛仔裤、黑色休闲鞋，身高180cm的蒋
洪松衣着朴素，待人平和。他现任湖南永州市某生态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回国前在奥地利、德国打工，
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月薪只有2000多元。

“被老板和主管当众批评挨骂过无数次，一年到头
也只能供自己一个人糊口。”蒋洪松回忆。

尽管在海外生活多年，但蒋洪松的血液里始终流淌
着湖南人“不怕死、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的性格
特点。1997年，蒋洪松决定创业，他用两个月时间筹得
100万元，创办了一家集餐饮、百货、娱乐为一体的公
司，并很快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创业必须要吃苦，必须要打拼，必须要创新。”蒋

洪松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2007年，蒋
洪松毅然回到家乡创业，投资混凝土领域。由于彼时国
内混凝土企业稀缺，蒋洪松的生意一路高歌。

位于湖南南部的永州市有贫困村931个，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68 万多。在中国，包括永州在内的许多地方
正在进行一场脱贫的持久战。

社会责任感强的蒋洪松决定加入这场“战斗”。他
在永州零陵区租用荒山、荒坡、荒地、荒水 （简称“四
荒”） 5800 多亩，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
种植美国紫薇、美国红枫、水蜜桃、沙糖桔、杨梅等，
进军绿色生态休闲农业带动农民就业。

“创办绿色生态农业园以来，每年亏空 200 多万
元，但我从来没有让周围老百姓吃亏，他们的收入年年
增多。”蒋洪松说。

在 5000 亩已种林果的荒山、荒坡等林地里，蒋洪
松还积极动员民众发展林下经济，义务献地给他们种植
花生、大豆、红薯等林下作物3200多亩。

如今，在蒋洪松的休闲农庄，养鱼、种菜、打扫卫
生、造林、种果和林果区域内部管理都有贫困户任职，
每年至少能让周边150多位农民人均增收1万余元。

桑国英是永州零陵区名山岭村因病返贫的特困户，
妻子长期患病，每年需医疗费2万余元，家中又有两个
孩子在校读书，生活困难。

获悉此事后，蒋洪松每年帮助这个家庭解决1万元
医疗费，还长年让桑国英帮助管理花卉苗木和打扫卫
生，每月发放3500元工钱。

据统计，2007 年至今，蒋洪松义务捐款 200 余万
元，帮扶救助特困户 155 人次，捐资 210 万元帮助农民
修路、架桥、修水利，帮助困难农民就业180余人。永
州官方也多次评选他为永州市优秀企业家、永州市优秀
人才。

蒋洪松说，他还要再投入 3000 万元，再租“四荒”面
积5000亩，让绿色生态观光农业辐射整个零陵区。

（来源：中新网）

蒋洪松：归国创业助乡亲脱贫
杨万里 陈 斌 杨祝群

日前，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国亭落成剪彩仪式举行。中
国驻爱丁堡总领事潘新春、爱丁堡市市长罗斯、皇家植物园
董事长拉什爵士、园长米尼、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代表、当地
友好民众等到场庆贺。

潘新春在讲话中指出，亭子是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亭在皇家植物园落成意义重大，它见证了植
物园与中国长达百年的合作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与爱丁堡
市友好关系近年来不断提升。他赞赏爱丁堡艺术统筹会等华
人社区为亭子落成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相信古朴典雅的中
国亭将成为新的城市景观和中苏双方人民友谊的又一象征。

剪彩仪式前，苏格兰民乐队和爱侨中文学校学生表演了
独具中国特色的舞狮和舞蹈，为落成仪式助兴。

图为剪彩仪式现场。 来源：中国驻爱丁堡总领馆

爱丁堡中国亭落成

云端储存 永久记忆

“数字化处理，为侨批档案拂去历史的
尘埃，让侨批文化成为人类的永久记忆”，广
东省档案局（馆）民间档案文献协作组成员、
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文献征集顾问张美生
是侨批收藏大家，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侨批不单是华侨家书，更是人类的集体
记忆遗产。

日前，由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合作建设的“潮
汕侨批数据库”正式开通。

“从 2016 年开始筹备建设，用时 2 年
多。”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潮汕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嘉顺，全程参
与侨批数据库开发，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侨批文
献数据，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负责数据
库开发、维护等工作，两者优势互补，强强联
合。”

陈嘉顺介绍，“潮汕侨批数据库”目前已
录入近3万件侨批文献。该数据库以开放、共
享、互助为原则，主要有储存、查询、统计三
大模块功能。未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的十几万封侨批也将经过数字化处理，全部
存入上述数据库。

“数据库面对全社会开放，只要进行会
员注册并通过审核，任何人都可成为使用
者。”陈嘉顺说，“目前数据库正进行安全评
估，顺利通过评估后，将会在潮人网和中山
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网站上挂链接端口。”

“潮汕侨批具有数量大、民间性和系统
性的特点，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等变
迁的见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真实记录；是
未经人工刻意雕琢的‘史信’。”张美生说。

张美生介绍，现存侨批实物最早出现于
清光绪年间，最晚近的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
代，主要分布在广东的潮汕、江门、梅州以及

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州等侨乡。2013
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
的《世界记忆名录》，约 17万份侨批中，潮汕
侨批多达10万余件。

“保护侨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侨
批数字化，做好数字化工作，年轻人就能够
受到更多侨批文化的滋养。”世界记忆工程
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瑞埃德蒙森曾说。

见字如面 纸短情长

“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
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
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
这首广泛流传于闽粤地区的民谣，生动地
道出了侨批中包含的拳拳深情和感人故事。

150多年前，一封旅泰华侨寄回家乡的
10 块洋元侨批，成了迄今中国收藏年代最
早 的 华 侨 历 史 文 物 之 一 。 海 外 华 侨 寄

“批”回家的首要目的是赡养家眷。据统
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潮汕地区依靠
侨汇维持生活者占人口十之四五，有些乡
村则达70%-80%。

“侨批家书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华侨华人
沿海上丝路下南洋谋生创业的艰辛历程，
渗透着血泪和汗水。”张美生说，当时“下
南洋”的人，初涉异乡，举目无亲，谋生
艰难，甚至连自己三餐温饱都成问题。“但
为了及时寄钱回家，他们都自愿挨苦。”

从初下南洋寄回的几块银元，到20世纪
30 年代以后在家乡捐建房屋、兴办实业，侨
批见证了早期华侨从白手起家到事业有成、
回馈乡里的历史。

四处漂泊的海外游子，思乡情切，侨批
也是他们与家乡眷属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

“男志拟于本年回家观光，并奉侍慈前，
奈因中日战争缠绵所关，故未如愿也，望大
人勿怪为幸。”这是陈列在广东汕头侨批文
物馆里的一封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印尼

侨胞吴木松写给慈亲的侨批，传递出儿行千
里对父母的牵挂，也让后人捕捉到特定历史
语境里的遗憾无奈。

又如泰国侨胞陈何桐，在寄给家乡胞弟
的侨批中写道：“裁章握管愁难开，雁阵鸳翼
各东西。谁怜海外飘零客，未卜何时解愁
眉。”乡愁浓烈如酒，浇筑胸中块垒。

卷帙浩繁的侨批档案中，最长侨批，共
10页，2.2米长，凡1776字；最短家书，惜字如
金，跨洋越海送到侨眷手中，却仅有“外平
安”3 个字。纸短情长，每一封侨批都是珍贵
的存在。

一封侨批一片情，情系游子一颗心，
心中无限思乡意，意在批中情不尽。“每当
深夜静静地展读侨批，就仿佛一位位老华
侨坐在对面与你吃茶谈天，倾述衷肠。”张
美生说，侨批中有喜乐梦想，也有艰难困
苦，有家长里短，更有家国情怀，每每读
完感动不已。

聚沙成丘 成为“侨”牌

从一封封散落天涯的侨批，到规模宏大
的侨批档案，再到被“装”进侨批数据库，背
后是侨批文化价值被发掘的漫长历程。

“30 年前买侨批时，我并不知它好在哪
里。”张美生坦言，收藏侨批，始于偶然机缘。

由于“侨批”仅是一张薄纸，过去，人们
意识不到其历史文化价值。据学者陈荣煌介
绍，侨批曾多被当成废纸卖给“落巷脚”。此

外，潮汕人逢年过节大扫除，把家里一摞摞
的侨批扫到大街上，或者堆在后院一把火烧
掉。

1988 年，张美生偶然在“落巷脚”那里，
发现了被成捆绑在一起卖的大量侨批。因喜
欢侨批上样式有趣好看的邮票，加上价格便
宜，他便开启了侨批收藏之路。正是在他误
打误撞的“自觉”中，一批珍贵的侨批资料，
在毁灭的边缘被抢救下来。30 年间，张美生
收集到了数万件侨批。

随着时代的变迁，侨批历史文化价值日
益凸显，收集保护工作也在全社会如火如荼
地开展了起来。收集散落的侨批资料，保护
侨批局遗址，建立侨批档案馆，建立口述侨
批历史影像和录音档案，申遗等等，保护工
作成绩斐然。

如今，侨批文化俨然已成为一张美丽的
中国名片。但随着这一华侨文化瑰宝闪耀出
越来越夺目的光彩，侨批文献保护与侨批文
化推广也愈发迫在眉睫。

“侨批不能烂在我手里，它们理应得到
更好的保护”，近年来，张美生将自己收藏的
6 万余件侨批，陆续转让或捐献给了汕头侨
批文物馆、汕头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
等研究机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了解
侨批的文化价值，把老华侨们的奉献和担当
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罗仰鹏
称，侨批研究会要加强侨批文化的整理和保
护，要把侨批研究提到更高层次，着力打造一
个属于世界的中国侨批文化品牌。

潮汕侨批数据库开通

数字化唤醒“两地书”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侨批”，又称“番批”、“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
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家乡眷属书信和汇款的合称，被
誉为“跨国两地书”。

“侨史辉煌”、“海邦剩馥”、“媲美徽学”……侨批档案，
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草根”文献，携带着独特的华侨文化烙
印，承载着意义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日前，

“潮汕侨批数据库”在广东汕头开通，将对侨批文物详细分
类、数字化处理，更系统化研究侨批文化。

当沉睡在档案馆的“两地书”链接上了飘在云端的“数据
库”，一段历史苏醒了！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办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
自5月1日在全国施行以来，受益人群正
不断扩大，华侨华人群体亦位列其中。

新西兰华侨赵晓东籍贯江西南昌，因
业务关系经常往返于中新之间。几天前，
即将赶回住在国签订重要合同的他意外
发现，自己的护照竟然被严重折损。依照
有关规定，这种情况将无法出境。

“按以往的经验看，护照补办肯定来
不及。”焦急之际，赵晓东经朋友提醒得
知，自己的情况正好符合“只跑一次”
制度中“绿色通道”加急办理这一条
款，便急忙前往申请。

“只用了两个工作日就办妥了，这下
心里踏实了。”7 日上午，赵晓东拿到了补
办的新护照，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感慨道。

近年来，中国出入境便利举措频
出。华侨华人或“直接关联”，或“搭乘
便车”，从中受益匪浅。

今年 2 月 1 日，公安部 8 项出入境便
利措施正式启动，其中，为外籍华人提
供签证、居留便利的“专属条款”引发
海外华社广泛关注。以南京市为例，出
入境管理支队外国人签证大队负责人告
诉记者，新政实施后，部门接到的咨询
电话比以往多出近一倍。

德国华人唐志杰就是咨询者之一。
在他看来，“来华探望亲属、洽谈商务、开展科教文卫交流活
动及处理私人事务的外籍华人，可按规定申请5年以内多次入
境有效签证”这一条款，对于像他这样往来中外的商务人士
可谓一大福音，“签证政策如此便利，一定会吸引更多华人来
华创新创业。”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华人协会副会长范振娟正计划带家人
到海南度假。这个想法，源于海南刚刚施行的入境免签政策。

“海南对59国游客开放免签，俄罗斯正是其中之一。全家
六七口人一起出游，有了免签能节省不少精力。”范振娟表
示，中国持续对外开放，让海外华人搭上了“便车”，相信未
来还会有更多“给力”的出入境新政策。

今年1月，公安部和上海市共同推出“上海出入境聚英计
划 （2017—2021） ”，决定每年陆续出台一批出入境政策在沪
先行先试，旨在以此吸引紧缺外籍人才。

5 月 2 日，“聚英计划”新政落地，公布了今年推出的三
项出入境新政，其中提到，国内重点高校的国际学生或者境
外知名高校的外籍学生，在上海找到工作之前，需要实习或
创业的，可直接凭毕业文凭办理2年期居留许可，工作满3年
的，还可申请永久居留。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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