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世界村”文化节
在芬兰举办

近日，由芬中艺术文化协会和欧中协会共同
举办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展示活动”在芬兰凯萨
涅米公园成功举行。在芬华人团体及个人展示了
中国书画、中医等文化精粹，带来了中国歌曲、
舞蹈和其他精彩表演。

据了解，“世界村”文化节自 1995年起每年 5
月底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向公众免费开
放，每年约8万人参加。文化节旨在让公众感受世
界各地多元文化，包括音乐、舞蹈表演、文化讲
座、美食等，是赫尔辛基大区最热闹的多元文化
活动。

图为“东方韵”舞蹈队演出现场。
（文图由芬中艺术文化协会会长余志锋提供）

侨权保护刻不容缓

我国是侨务资源大国，6000多万华侨
华人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他
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
史时期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们也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
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可依靠力量。

但近年来，海外华侨权益受到侵犯的
事却屡见不鲜。据美国 《世界日报》 近日
报道，美国纽约华埠曾有高达九成的店面
均以贩卖黄金、珠宝为主。但由于近年来
华埠的商业转型，店面租金居高不下，店
铺陆续迁址或关门，许多华侨营业者愈来
愈难以维持生计。

此外，华侨在海外还时常遭受诈骗、
抢劫、枪击等事件，可以说，通过立法来
保护华侨权益已相当迫切。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
侨力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
要求。

安全问题是华侨最关注的问题。华侨
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在海外的生
活就不会安心。有专家称，华侨是一个多
元化的群体，会因为身处不同国家、不同
阶层而对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诉求不同。

“随着出国人数的持续上升，华侨素
质的提高，保护华侨权益变得越来越紧
迫。”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
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现在的华侨跟十
几二十年前的老侨民不同，不仅仅因为交
通的便利使他们回国次数增加，而且新一
代华侨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维权意识也强
起来，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益要求都
有所提升。总之，华侨权益保护已刻不容
缓。

权益保障日趋完善

此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受国务
院委托作的关于华侨权益保护
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
华侨权益保护工作。全国人大
专门设置华侨委员会负责涉侨
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为依
法保护侨界群体权益、促进侨
务工作法治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历来重视侨务工作，从晚清到
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设有专门的
部级侨务工作部门。”暨南大学华侨华人
研究院院长张振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 《建议》 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华侨权益保
护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目前，伴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便利和
加快，中国侨务的特色逐步得到越来越多
国家的效仿和学习。张振江认为，我国的
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既有历史的持久性，也
有新时代的创新性，如这几年多次的撤侨
工作等。

“二十多年来，国务院侨办设立政策
法规司，每年走访海外华人社区，听取意
见，了解侨情，为保护华侨权益立法拿到
第一手资料。”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孙澜涛律师告诉笔者，这些年他亲
眼见到了政府在侨务工作上做出的努力，
其成就可圈可点。

孙澜涛指出，为保护海外华侨的权益
和生命财产，近年来，由外交部牵头，设
置了领事保护中心，并设热线电话，及时
为遇到难处的华侨提供帮助，排忧解难。

而关于华侨回国面临的问题，他说：“相
信今后在户籍办理、子女入学、养老送
终、财产继承等方面，国家会简化手续，
一路绿灯。”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我国华侨保护的法
律制度体系正在建立，《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出入境管理法》《慈善法》 等法律
为归国华侨的相应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些省市先后出台华侨权益保护的地方性
法规，受到海内外侨胞的高度好评。

期待法律早日出台

尽管我国华侨保护方面的工作日趋完
善，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

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
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到，“我国目前仅有
关于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的法律。一些涉及
华侨权益保护的规定既欠缺专门法律依据
引导，又因出处不同存在执行难的尴尬。”

“中国现行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
化程度有待加强，宪法对保护华侨权益做

出了明确规定，但国家层面还没有针对华
侨权益保护的专门性法律，相关华侨权益
保护的内容散见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国籍法、出境入境管理法、收养法、公益
事业捐赠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
专门性法律的缺失导致一些华侨权益在实
践中难以有效落实，华侨权益保护的法律
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施乾平补充道。

孙澜涛认为，在华侨权益保护上，国家
应当与了解国内外法律状况的专家多进行
互动；对于海外华侨所应该拥有的选举权与
被选举权方面，应加强宣传力度。他还提
到，“目前，一大批60岁以上的老华侨正翘首
以待还乡养老新规的出现，年迈的华侨回归
故里养老的医疗机制要加快建立起来。”

当然，海外华侨的需求在当前国情下
无法得到全部满足。张应龙说，“我国目前
无法满足海外华侨享有‘双重国籍’的要
求。”他认为这类问题涉及到了各个国家的
国族打造、国家建构、族群政治、对外关系
以及中国与侨胞所在国的关系等等。

梁冠军说：“我们期待‘华侨权益保
护法’早日出台，为华侨在国家现代化建
设中发挥优势和作用创造更好条件。”

6 月 7 日－9 日，由宁波市侨联承
办的第七届甬港澳台暨海外青年华商
创业创新合作论坛将在甬召开。

强化创业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是加快建设“名城名都”的题中应
有之义。为汇聚更多侨界精英投身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宁波市侨联
倡导成立了宁波市侨联青年创业联合
会，成功搭建起侨界青年创业者之间
的合作交流平台。侨创会成立两年
来，已集聚全市侨、留企业 30 余家，
目前 1家在主板上市，6家在新三板挂
牌交易，多家将启动股改和上市计
划。去年3月，市侨联对侨创会成员参
股组建的“宁波凤麓新材料加速器”
授予了“宁波市侨界创业创新基地”
的牌子，并促成其与宁波工程学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搭建校企合
作平台，目前该园区已拥有助创基金1
亿多元，入驻新侨、留学人员企业近
20 家，有力助推了当地企业的转型升
级。宁波市侨联组织还想方设法为新
侨、留学人员企业发展提供“分类服
务”和“精准服务”。

发展离不开人才，宁波的发展为
海外侨胞和留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
舞台，宁波的建设也需要海外精英人
才贡献力量。

“凤来燕归”，是市侨联为吸引更多有潜力的海外留
学人才关注宁波、服务宁波、回归宁波而精心打造的引
才品牌工程。市侨联充分发挥留联会组织在引进海外
人才方面的独特优势，不断深化与“海归精英”的联络，
定期举办市留联会年会、海归沙龙、海归茶会等各种形
式的联络联谊活动，进一步完善针对海归留学回国人员
的“宁波侨之家”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

为拓宽海外引才渠道，市侨联还尝试主动“走出
去”，近年来相继在纽约、多伦多、墨尔本等世界知名
城市，建立了多个“海外引才工作站”；与剑桥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纽约国际学生发展协会等海外高层次
留学生社团取得紧密联系，积极促成或协助其来甬举
办各种活动；聘请国千专家、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张
建伟教授等10位人士为“宁波市侨联海外引才大使”，
发挥知名人才的引才效应。

甬港澳台暨海外青年华商创业创新合作论坛，是
宁波市侨联的品牌活动，是向世界展现宁波“名城名
都”形象、传播宁波历史文化的明信片，是世界各地
青年华商互动交流、创业创新的重要舞台。

即将召开的第七届甬港澳台暨海外青年华商创业
创新合作论坛，以“创业中华智汇甬城——为宁波高质
量发展贡献侨力”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千”

“省千”专家、港澳台及海外侨领、企业家、港澳地区20余
所大学的学生等共400余人，共聚一堂，探讨如何进一步
推进甬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高层次人才、项目落户宁
波，助推宁波成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

（来源：《宁波日报》）

厦门举办新侨人才座谈会

近日，厦门新侨人才座谈会召开，福建省侨联
副主席、厦门市侨联主席等出席会谈。

厦门市侨联青年委员会对如何集聚新侨人才提
出了三点建议：一是通过沙龙、茶话会等灵活轻松
的方式，多渠道为新侨人才提供服务信息；二是产
学研相结合，地方侨联、高校侨联与新侨人才可以
互动互通互融；三是加强新侨与侨界前辈的互动，
增进感情、提升认识。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厦门大学侨联主席程璇表
示，这个座谈会是福建省侨联、厦门市侨联探索地
方侨联+高校侨联+高校校友会的“1+N”工作机
制、探索新时期的新侨工作思路的一项举措，希望
下一步，这样的交流讨论能常态化地开展。

四川借侨力助推旅游发展

近日，四川省外事侨务办党组书记、主任郑莉
与率队来访的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一行举行
工作座谈会。

近年来，乐山市紧紧围绕“四川旅游首选地、
绿色转型示范市、山水园林宜居城、总部经济聚集
区”的发展定位，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
结合，依托高层访问、海外华侨华人和海外友城资
源，推动全市对外开放工作纵深发展。

郑莉希望乐山市抢抓新一轮大改革大开放的重
大历史机遇，找准开放路径和办法，加大对外互访
交流力度，抓实抓好友城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特别是抓住文旅特色，在南向开放中加
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文化旅游方面的交流合
作，做强做响“旅博会”活动品牌。

双方围绕南向开放、外事审批权试点、友城
“手拉手”、对外开放平台以及“走出去”和“请进
来”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沟通交流。

无锡侨办在泰设联络处

近日，泰国江浙沪总商会一行来无锡市侨办拜
访，无锡市侨办副主任包金明热情接待了来访的嘉
宾，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包金明代表市侨办对泰国商会一行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他为客人介绍了无锡经济发展情况和市侨
务工作开展情况；商会主席介绍了泰国江浙沪总商
会换届情况以及泰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总商会今后
的会务思路。双方就充分发挥平台作用，为会员企
业发展服务等话题进行了交流，达成了共识。

经双方协商，市侨办在泰国江浙沪总商会设立
“海外联络处”，双方均表示要加强互动，沟通信
息，合作共赢。

（均据中国侨网）

侨权保护立法再进一步
孙少锋 刘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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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公民移
居海外规模不断扩大，华侨权益保护需求
日益强烈。

6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对华
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要求将保护华侨权
益工作落到实处，并要求加快推进相关立
法工作，这标志着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已
被提上议程。

侨 情 乡 讯

图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任许又声作了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来源：中新社）杜 洋摄

图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任许又声作了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来源：中新社）杜 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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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崇山峻岭、蚊虫肆
虐、险象环生的滇缅公路上度过，他的芳华绽放在烽火
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弥留之际，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
自己挥洒过青春和热血的地方——昆明。青春无悔，不
负韶华！

他就是李亚留——马来西亚最后一位南侨机工。
李老祖籍福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是全马

来西亚最后一位南侨机工。他心心念念的都是中国，他
最爱昆明，一提起它便神采飞扬。

他的芳华，绽放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39 年 6 月，年仅 20 岁的李亚留在古晋乘船离家，

取道新加坡和越南，辗转抵达云南昆明，开始支援中国
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是沙捞越第一批南侨机工志愿者。

他亲眼见到日本军机持续数小时的狂轰滥炸，最终
炸毁了功果桥。他提议用浮游桶搭建浮桥，让车队顺利
渡过了澜沧江。

他几乎走遍了云贵高原的每一个角落，潘家湾、畹
町、保山、下关，这些地名，老人如数家珍。

李亚留是幸运的，他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和机警睿
智，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平安健康地复员返乡。滇缅
公路被日军炸断后，李亚留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

甸、印度等地对日作战。他练过跳伞、学过航海、打过
游击，他一直在战斗，直至日军投降。

当国民党政府要他留下来打内战的时候，李亚留拒
绝了，他说：“我是来抗日的，不打自己人。”

1947 年，李亚留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家乡沙捞
越，然后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在故乡宁静安好的岁月

里，李亚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那段在战火中恣意挥洒
的青春岁月，是老人永远珍藏的回忆。

2014 年，云南方面邀请李亚留到昆明参加南侨机工
抗战纪念活动。在家人和好友的陪伴下，96岁的李亚留
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昆明。那时距他只身赴华参加抗日战
争，已过去了75年。

重游阔别已久的翠湖、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潘家湾训
练所的时候，老人流泪了。时隔 75年，他仍然记得是在
哪栋楼受的训练，起床号在凌晨几点准时吹响，行军时
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兴之所至，老人还从轮椅上站了起
来，高唱了 《义勇军进行曲》 和 《救国军歌》 这些当年
的行军歌曲。

李亚留儿孙满堂，一大家子共享天伦、其乐融融。
他一直活到了一百岁。

2018年5月3日深夜，李亚留老先生在家中逝世，走
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第一时间发唁电致哀，将
李老誉为“民族忠魂”。

时代变迁，但历史不会被忘却。英雄迟暮，但他们
的付出会被永远铭记。

（来源：中国侨网）

李亚留：马来西亚最后一位南侨机工
蒋 盈

图为南侨机工李亚留。图为南侨机工李亚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