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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
县的华侨庄园葡萄种植基地里，马
来西亚的无土栽培技术、荷兰的智
能水肥一体化系统、以色列的智能
灌 溉 系 统 等 高 新 技 术 “ 齐 聚 一
堂”，刷新了人们对传统农业的认
识。

这个坐落于中国第五大侨乡云
南省的华侨庄园，逐渐使过去的

“苦侨”“难侨”成为如今人人羡慕
的“富侨”。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宾
川县先后集中安置了来自印尼、印
度、越南等 8 个国家的归侨近 5000
人。由于历史原因，宾川县归侨侨
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多数归
侨文化水平低、家庭人口多、经济
积累较少，生活贫困。

而地处金沙江南岸干热河谷地
带的宾川县，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华
侨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墨镜、劳力士
手表、彩电……也带来葡萄种植的
新技术、新思路，产业基础良好。
2017年，宾川县种植葡萄17万亩，总
产35万吨，产值29亿元人民币。

“未来的农业，一定是‘产品
为王’的时代，因此，技术是农民
脱贫致富、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核
心。”宾川县华侨庄园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华侨庄园） 董事长孙
永斌说，华侨庄园与上海交通大学
签订了 5 年期合作，引进国内先进
的葡萄根域限制栽培技术。同时，
引入以色列、美国、荷兰等国家的
一流技术，建设单晶硅发电光伏温
室、物联网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体
系，改变当地农业发展现状。

“这正是宾川质量兴农、产业扶
贫的缩影。”宾川县副县长陈云吉介
绍，宾川通过自主创新、县校合作、
县企合作等方式，实施科技示范、科
技培训工程，科技措施推广率达
100%。2014年以来，宾川县累计脱贫
8983 户，共计 32517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1.8%降至
如今的1.55%。

在政府的支持下，华侨庄园从最初的5亩地发展到现
在的 4000 亩，2017 年销售额达 6000 余万元。通过创业致
富的孙永斌，也成了当地产业扶贫的中坚力量。“我的家
人都是越南归侨，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
归侨侨眷脱贫致富。”

目前，华侨庄园已经开展了 53810人次技术培训，圆
了762名农民的大学梦；建立生产全过程统一标准、统一
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采收包装等闭合服务体系，如今服
务覆盖宾川县10000亩葡萄园。

如今，每当提起宾川县柳家湾华侨社区，十里八乡的
村民都知道那里有品质上佳的葡萄、先进的技术、侨文化
浓厚的华侨庄园。而原本生活贫困的归侨侨眷，也成了大
家羡慕的“富侨”。

（来源：中新网）

美籍华人林滋强，不仅是西雅图华人圈口碑最好的
律师，还是现任华盛顿州律师公会会员、华盛顿州出庭
律师协会会员……

“如果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你的工作就会充满灵
性。反之，工作则是死板的。客户能感受到你的情感投
入。”林滋强就是这样，全身心热爱并投入到律师工作。

勇于逐梦 而立之年大胆转行

林滋强在香港出生、长大，但他的父母来自山东烟
台，因此，他的性格中也带有几分山东人的直爽和仗义。

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他就热心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担任华盛顿大学中国同学会的会长，经常在当地一
些华人组织做义工，还曾帮助社区中的越南难民筹款。

林滋强会讲普通话、粤语、英语，而且对华人生
活、华人在美国的发展态势以及华人遇到的困难都了如
指掌。

在大学时，林滋强学的是细菌学专业。当律师前，
30岁出头的他已是一名有着稳定工作的细菌学家。但因
为看到西雅图华人缺乏法律意识，他渐渐有了转行的念
头。

思考了 3 个月，最终他选择辞退细菌研究所的工

作，开始全身心投入法律知识的学习中。1993年，林滋强
顺利从西雅图大学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随后，在纳芬
森·费利蒙律师事务所，他找到了第一份律师工作。

准备充分 追求高质量业务水平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前期在社区做义工的经
历、4 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和法律专栏作家的经
历，都给林滋强创办律师事务所奠定了基础。

1996 年，为了能够更自由，更广泛地开展移民业
务，林滋强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华人办理各类
移民及非移民的案子。

该律师事务所阵容强大，包括现任华盛顿州律师公
会会员、华盛顿州出庭律师协会会员、美国移民律师协
会会员、美国律师协会会员、华盛顿州亚裔律师协会会
员、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出庭律师、国际区免费法律
咨询计划义务律师、西雅图华人小区多次法律讲座主讲
人以及西华报“浅谈法律”的专栏作家。

林滋强认为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对工
作拍档，彼此之间要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每一个成
功案例的背后，都有律师与客户之间良好沟通为依
托。”在林滋强的带领下，律师事务所高效专业，备受

好评。

热忱工作 为华人排忧解难

优秀的团队，高质量的服务，为林滋强的律师事务
所赢得了良好口碑。

华盛顿州最大中文报纸 《西华报》 的“浅谈法律”
专栏由他主笔，如今已有不少忠实读者。从 1993 年开
始为该专栏撰稿至今，25年间，他竭诚为读者介绍美国
法律专业知识。

为了能够切实为读者排忧解难，林滋强抓住一切可
以利用的资源来丰富话题，包括咨询自己的客户、朋友
或者报馆老板。

在林滋强的律师生涯中，不乏因他的努力而避免被
递解出境的客户。“帮助他们留下来，就是帮助他们与
家人实现团圆。”林滋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给自己的
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我通常要花很大的力气跟华人客
户解释美国法律和制度，让他们理解美国法官、政府是
怎么看待问题的。”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林滋强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
选择。因为这份工作，他真正实现了帮助新移民和当地华
侨解决法律问题的心愿，他也愿意接受工作中的新挑战。

“寻找汉服大使”
在澳举办

林滋强：因热忱而具有灵性的律师
崔依依 姜洁冰

林滋强：因热忱而具有灵性的律师
崔依依 姜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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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侨联领导会见北美统促会访问团

近日，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党组成员隋军在北京会
见了以梁冠军、马粤、陈丙丁为共同团长的北美洲各统促
会联合访问团一行。

乔卫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是促进中外友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支独特力量，希望大家更好地融入和
回馈当地社会，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和中国人民的故事，做好连接中国人民美好梦想与世界人
民美好梦想的桥梁和使者，汇聚起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侨界磅礴力量。

此次“文脉中华·三湘纪行”——北美洲各促统会联合
访问团由来自美国、加拿大21个统促会的41位领导成员组
成。

桂侨联赴北海调研侨情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侨联副主席廖志刚一行3人，到
北海市开展侨情调研，分别走访了北海市两家侨资企业
——北海市圣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北海市明清木雕博物
馆，并实地考察验收了中国侨联拨付专项扶贫资金用在帮
扶困难归侨侨眷的长效帮扶措施项目。

厦门市举行侨界联欢节

近日，第六届厦门市侨界联欢节在厦门市同安竹坝华
侨经济开发区隆重举行。此次盛会以“侨联四海，情暖银
城”为主题，来自各区侨联、各归侨联谊会及海外留学生
联合会代表约700多人参加活动。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表示全市各
级侨联组织要进一步发挥“侨”的独特作用，打好“侨”牌，广
交“侨”友，架好“侨”梁，讲好“侨”故事，传播好“侨”声。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粤人大调研华侨权益保护

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成率队到江门市
开展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五邑大学、江门五邑华侨
华人博物馆等地视察侨捐项目，了解江门市华侨历史，并
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江门市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

调研组充分肯定江门市在华侨权益保护方面的工作。
王学成表示，省人大将积极吸纳有关建议，进一步完善相
关政策。对于华侨身份证件认定等难题，江门人大代表可
通过全国两会、省两会等渠道，积极发表建议，反映华侨
心声。

（来源：《江门日报》）

日前，第二届“寻找汉服大使”活动在悉
尼市政厅举行决赛晚会，参赛选手们以丰富多
彩的艺术形式演绎汉服之美。

本届比赛于今年3月初正式启动，经过全澳
海选、初赛和复赛。最终，12 名选手脱颖而
出，进入决赛。决赛中，12 名选手身穿以历史
人物为灵感设计制作的汉服，分别表演了舞台
剧、创意歌曲串烧及舞蹈剧。

图为决赛选手表演开场秀 《跨越千年的重
逢》。

章 滢摄 （来源：新华网）

跨境电商 载动乡愁

“为在澳华人消费者‘解一解乡愁’，
带来中国原汁原味的商品。”日前，阿里巴
巴集团 CEO 张勇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阿
里巴巴之夜”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

澳大利亚目前有 120 万华人，受制
于市场小、人工贵、物流服务欠发达等
现状，澳大利亚整体零售业发展并不繁
荣，电商占比不高。“贵”和“品类单
一”是澳洲华人购物体验最为集中的吐
槽点。网上购物、外卖点单等在中国几
乎成为日常的消费习惯在澳洲却是一种
奢侈。因此，便有了一种说法，“有种乡
愁叫‘淘宝’。”

蚂蚁金服东南亚市场负责人张大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你在莫斯科的地
铁，或者挪威的北极村，都可以用支付宝
去付当地任何的消费，甚至网上的预定等
等。”

据英国 《华闻周刊》 网站报道，每
年一到母亲节，身在异国的华侨华人，
也会通过“中国淘”购买礼物来表达对
家人的思念。在英国伦敦生活的中国留
学生凯蒂表示，自己在外求学，对妈妈
的照顾比较少，只能经常去“淘宝”上
买点好吃的东西，邮给妈妈。

美国 《世界日报》 也报道，美国南
加州有这样一群华人，她们自称是“剁
手的女人”、“疯狂的女人”、“买团团
长”、“拼拼侠”。这是一群集合在一起团
购商品的人们，尤其热衷在中国大陆网
站购买物美价廉的衣服、居家用品、家

乡美食，大家一起凑够分量就截团，一
周后就能去团长家领取各自的物品。

跨海“中淘”，海外华侨华人看中的
是物美价廉、物流速度快、优惠多多。

中国物流速度比美国快上好几倍，
最多十天半月货物就到。而节省运费的最
好办法就是大家分摊，于是有了各种聚集
购物狂和爱买族的微信群，有的微信群动
辄数百人，每次一有人开团就一呼百应，
几天内凑够分量便可以等着发货了。

除了入群拼团，也有网络平台提供拼
邮服务。海外消费者只需输入自己的邮编，
在周边找寻附近的团主，即可随时参团。

创新出海 分享机遇

“出口政策越来越便利，海运大概需
要 15天，这艘龙舟就能从杭州千岛湖到
悉尼了。让海外华人像买一瓶“老干
妈”一样买龙舟，这是电商带来的便
利。”在培生船厂工作了 18 年的朱武新
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亲手打造的龙舟
会通过电商走出国门，卖到了南半球。

今年 4 月底，一艘 14 米长的龙舟出
现在澳大利亚悉尼情人港，创造了电商
史上大件物品运输的一个奇迹。这艘龙
舟是定居悉尼的一位华人花了 3 万元人
民币通过跨境电商购买的。

从龙舟制作，到不远万里的运输，
背后是中国电商在全球的布局。目前，
全球海外仓、便捷通关、全球支付体系
等基础环节已建设完备。远在澳洲的华
侨华人，不仅能方便地从国内买到衣
服、办公用品、万圣节道具服、收纳

箱、无人机等，甚至能买到床、沙发、
跑步机等大件商品。

2017 年 6 月 ， 天 猫 启 动 “ 天 猫 出
海”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帮
助中国品牌“一店卖全球”，带领 12 亿
国货走出国门。目前，服务范围已覆盖
海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亿海外华
侨华人。

“跨境电商为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新
机遇，他们抓住中国出海的机会，全
方位扮演起住在国和中国的牵线‘红
娘’。”蚂蚁金服国际市场高级专家项
臻接受本报采访时说。2015 年，支付
宝 首 次 进 军 日 本 市 场 时 ， 第 一 个 敢

“吃螃蟹的人”是一位日籍华商。“签
约那年的‘双 12’，我们帮助这家百货
公司创造了店史交易记录。”项臻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做起了互
联网生意，将更多先进理念和平等机
会带到了住在国。

中国品牌 赢得尊重

“10年前，中国制造还是廉价和低质
的同义词，而现在，以阿里巴巴和华为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站在了世界创新
的前沿，不仅在市值上直逼亚马逊、
脸书，而且还在尝试很多外国人想都没

想过的商业模式。”“阿里巴巴之夜”总
策划、精英说ELITE TALKS创始人、信
为咨询集团总裁董乃瑞，是一名在澳大
利亚生活了 16 年的老留学生、华人移
民，对这些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发生的变
化感慨颇深。

曾经，钱包鼓起来的中国消费者都
将购买“洋货”视为身份的象征。但最
近几年，也出现了国外消费者抢购中国
产品的新现象。最直观的表现是，从中
国的“双11”到美国“黑色星期五”，再
到随后的圣诞节，越来越多的“中国制
造”成为全球网友追捧的“爆款”。

比如，在国外一些社交网站上，辣
条、“老干妈”、枸杞等早已成为“网
红”；国产手机、国产电脑、充电宝等

“新国货”，也在全球“圈粉”。这种新变
化，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发
展的红利。对“中国制造”的一些偏
见，正在悄悄消失。

对于中国跨境电商未来的发展，张
勇表示，跨境电商走向全球化，并不只
是简单地把中国做成功的事情复制到海
外来。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走向海外市
场的时候，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地理位
置、人口分布、基础设施和商业法规、
市场规模、消费水平等情况，来重新构
建和升级各种营销方案，进而在海外形
成新的生态、新的创意和新的就业机会。

海外华侨华人乐享中国跨境网购

解乡愁，就来一次“中国淘”吧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常听说国人跨海“美淘”，而现在海外华侨
华人跨海“中淘”也已成为新常态。“在中国网
购真的好方便啊！”不少海外华人走出国门后感
叹。以“淘宝”为代表的国内便捷网购，之于海
外华侨华人，不但是一种购物体验，也是割舍不
断的乡愁。

侨 界 关 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