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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搭在国会山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日暮降临，暑气
渐消，正是一天中最宜人的时刻。

起跳，腾空，旋转，落地。国会山边
一片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两名杂技演员身
着绘有青花瓷图案的戏服，翩然起舞：男
子用力托举，女子柔软的身体在半空中翻
折，刚与柔之间，人体线条流动的美感与
青花瓷服装的古朴典雅融为一体，形成一
道独特景观，引得游人驻足观看。

11日，中国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34名
演员来到渥太华，为当地民众倾力献上一
场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视听盛宴。不少
华侨华人早早来到国会山前的草地上，提
前选好位置，翘首期盼。观众席中，还有
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观众，调试好手中的
相机，随时准备抓拍精彩瞬间。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
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一首 《在那遥远的地方》 将海外游子的思
绪带回万里之外的故乡；“银瓶乍破水浆
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中国古典乐器琵
琶与中阮合奏的 《新编十面埋伏》，让观
众仿佛置身于两军激烈交战的古战场。

“熟悉的乡音让我感觉像回家。”在
加拿大已生活 27 年的史先生热泪盈眶。
赴加探望儿女的宋奶奶也对演出赞不绝
口：“在中国国内，这样的表演也堪称一
流。”

加中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高如东向本报
介绍，加拿大政府积极支持两国文化交流
活动，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艺术团体的到
来也十分欢迎。“这已经是中国艺术团体
第三次在国会山前举办大型演出。第一次

是 2016 年在国会山表演
春节快闪，在网络上点
击量过亿。”高如东说。

据悉，11 日的演出
中，现场观众达 2000 余
人。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文化参赞赵海生表示，
中华文化走进加拿大，
不仅“上得”殿堂，更

“进得”广场。

“非遗”亮出“国际范儿”

舞台中央，身着民族服饰的羌族姑娘
随着韵律舞动，热情奔放；伴随着清脆的
竹板笙，历史悠久的四川清音灵动悠扬；
筷落声响，节奏多样，具有地域特色的四
川盘子在演员手中发出美妙声响……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些属于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在舞台上绽放光
彩，“圈粉”无数。

四川省曲艺研究院院长沈军介绍，10
年前，这些非遗文化表演就已走出国门。
在这期间，团队的本土化创新从未止歇。

“整场表演从年初就开始策划、排
练，内容反复调整、修改。为适应国外观
众口味，我们将语言类节目精简，尝试将

‘川味’普通话与英语相结合，使节目更
加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沈军正说着，
台上的戏剧演员突然“飙”出几句“蜀
味”英语，引得观众掌声连连，笑声不
断。

红脸绿眉、蓝脸金眉、白脸黑眼……
数秒之内，五步之遥，川剧变脸惊艳四
座，喷火表演更是将现场气氛带入高潮。
观众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川剧脸谱转瞬

之间已经换了一张又一张，坐在前排的观
众惊得张大了嘴巴。

沈军坦言，在国会山前举办演出，能
使观众近距离欣赏表演，但同时对演员功
力也是一种考验。

据了解，表演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演
员仅15岁，年龄最大的54岁，不少人已有
丰富的海外演出经验。

演出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刚
刚上台表演的胡琴演奏演员陶冶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当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休
止 ， 我 听 见 台 下 四 川 老 乡 用 家 乡 话 喊

‘再来一首’，非常激动。在接下来的演
出里，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当
地同胞。”

中加往来更紧密

“很好！”看完演出，加拿大人克里
斯·麦克唐纳德竖起大拇指，用一句简单
的中文表达由衷的赞叹。他说：“在国会
山前举办这样的演出，这是加中友好的见
证。”

自 1970 年建交以来，中加两国在教
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各个领域交流密
切，成果丰硕。

2016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将2018年设为“中
加旅游年”，就促进双向游客往来扩大合
作。此后，往来两国的游客人数明显上
升。加拿大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9月，中国游客全年入境人数超过 55万人
次。

今年，中加两国文化交流更是多样而
频繁。4月，“2018加拿大电影展映周”在
广州开幕；9 月，中国国家话剧院新作

《人生天地间》 等作品也将“登陆”加拿
大。

高如东表示，真正的文化交流往往
在民众交往中孕育而生，民间文化交流
能够促进中加两国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在他看来，如今如火如荼的文化交流景
象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息息相
关。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大幅提升，国民
素质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卓有成效，外
国民众对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了解更
加深入、全面。

赵海生认为，加拿大是一个鼓励多元
文化的国家，中国艺术团队赴加演出，也
在无形之中推动当地多元文化的发展。

代表中国的大熊猫与代表加拿大的北
极熊紧紧依靠在一起，这是2018中加旅游
年的标志。随着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加
两国的友谊将如标志上的大熊猫和北极熊
那样，越来越亲密。

昆明将设为侨法律服务中心

日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昆明调研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情况。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宝国向
调研组汇报，昆明作为全省重点侨乡城市，积极整合
力量提升为侨服务工作水平。今年，将成立为侨法律
服务中心，为广大归侨侨眷及侨资企业免费提供各类
涉侨法律咨询和服务。

调研组提出，要继续做好宣传普法工作，认真贯
彻执行侨务政策、法规，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机制，
做好归侨侨眷精准扶贫及信访和接待工作。要摸清侨
情，做好统计，齐抓共管做好侨务工作。

（来源：《昆明日报》）

常州召开新侨海归座谈会

近日，常州市侨办在市科教城召开新侨海归人士
创新创业座谈会。常州市“五侨”部门、常州市华侨
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以及15名在常新侨
海归人士、侨资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新侨代表针对创新发展和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困难，围绕企业融资难点、人才招聘需求、政
府资金拨付、园区发展载体、产品应用支持等方面提
出问题，发表看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员进行
了现场解答。

会议充分肯定侨企和新侨海归人士在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侨企
和新侨海归人士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及国外市场信息等
优势，更好地发展自身事业。

厦门推进侨史侨情研究

日前，为完善厦门思明区侨史学会工作机制，更
好地推进侨史侨情研究，厦门市思明区侨史学会第一
次理事扩大会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 《厦门市
思明区华侨历史学会章程》，与会人员就侨史学会具体
工作的开展进行讨论。

会议强调要多层次发掘人才，广泛联系和团结国
内外华侨华人学术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和热心侨务工
作的有关人士，强化学会队伍建设；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多元化挖掘侨史文化，认真规划课题项目，健全
完善学术研究，努力搭建学术平台，积极开展学术交
流，推动华侨华人研究事业创新发展。

成都东软学院侨之家成立

近日，“成都东软学院侨之家”挂牌活动在都江堰
市成都东软学院举行。都江堰市从 2016年已着手启动
争创国务院侨办“为侨服务示范单位”。此次挂牌旨在
以成都东软学院为示范点，引导归侨侨眷加强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以“侨之家”为平台，扩大“侨”的
影响，实现双向服务，以校地合作为载体，为争创国
务院侨办“为侨服务示范单位”助力。

都江堰市在整合侨务资源工作中，以校地合作为
载体，积极引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前，都江
堰市归侨侨眷、新侨生约有500人左右，在成都东软学
院有120余人。 （以上据中国侨网）

四川曲艺亮相2018中加旅游年

今夏，中国非遗“圈粉”加拿大
严 瑜 丁 宁

清音、扬琴、竹琴、变脸、金钱板……近日，
这些极具巴蜀文化特色的曲艺节目亮相加拿大，让
当地观众有机会欣赏一场中华文化的盛宴。

7月11日至15日，作为2018中加旅游年的活动
之一，四川省曲艺研究院受加中文化发展协会邀
请，赴加拿大渥太华与多伦多两地举行“蜀风雅
韵”主题专场演出。在渥太华标志性的国会山和平
塔下，中国锣鼓震耳欲聋，久违的乡音乡情让海外
游子难抑喜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当地民众大
饱眼福。

侨 界 关 注

图为四川省曲艺研究院京胡演员陶冶在演奏《夜深沉》。 （陶 冶提供）图为四川省曲艺研究院京胡演员陶冶在演奏《夜深沉》。 （陶 冶提供）

侨 情 乡 讯

田萌：做中法音乐教育的使者
钟 乔

舞剧《二十四节气》
亮相渥太华

近日，北京现代舞团舞剧 《二十四节气·花间

十二声》在加拿大渥太华阿岗坤剧院隆重上演。
该舞剧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气为切入点，用

现代舞的语言描述了宇宙的律动、生命的节奏和岁
月的流转。

杜 克摄 （新华网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制 造 在 国 际 上 的 形 象 是 廉
价、低质、山寨货，但近些
年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靠
的是品质、技术和品牌，这
个转变非常明显。”谈及中国
制造的升级转型，侨商施乾
平感慨很深。

施乾平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的坚定推动者。他的北京金恒丰
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从事工
业数码喷墨打印机、数码纺织印
花机的高科技企业，经过19年的
发展，公司已发展成为行业标
杆。

“我是一个民族情结很强的
人，我们一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
本土工业打印机。”从最初在国
内自主研发生产环保工业打印机
开始，施乾平以一颗“工匠”之
心，执着于产品升级和技术创
新。

早在 2006 年，“嗅觉”敏
锐的施乾平发现欧美国家开始
陆续颁布法令，要求生产节能
环保的打印机。彼时国内生产
的都是非环保打印机，高端打
印机多来自进口。施乾平果断
决策：深耕高端环保打印机细
分市场。

正当产品研发攻关需要人才之际，2008年金融
风暴降临。当时许多大公司受危机冲击不得不减薪
裁员，施乾平顺势抛出橄榄枝，从业内国际知名企
业招来大量技术骨干和销售专家，为公司注入新鲜
血液。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也比较理想
化，”施乾平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永远取决于产
品品质，我们的产品要做就做最好。”

当时，业内对本土品牌存在偏见。于是，施乾
平通过举办喷印行业高端论坛“泰山论道”，同与会
者共同探讨喷印行业的未来。他希望业内打破固有的
品牌偏见，将关注点放在产品品质、成本和服务上。
让大家看到本土品牌并不逊色于国际大牌。

如今，施乾平的产品在国内外都拥有了大批客
户，许多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国内的广告都由其产
品打印。

从举步维艰到行业标杆，施乾平并没有飘飘
然。他表示，将带领团队继续在技术研发、产品品
质和服务方面做精做细，用实力拓展市场，向世界
展示中国品牌的魅力。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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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国中法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开启了第十次访华
之旅。新闻发布会上，年仅 28 岁的田萌被聘为协会副会
长。而在此之前，她就已经获得了另一个让她更具成就感
的身份-——葡萄树中法音乐教育的创始人。

叩响法派长笛演奏大门

田萌自中学开始学习长笛。2008年，她拿到全额奖学
金赴法国杜埃国立音乐学院长笛专业学习。在那里，她的
专业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从18岁到20岁，田萌在杜埃这座
小城市里开启了法派长笛演奏法的启蒙阶段。

2010年，在老师的推荐下，田萌考取了92省大巴黎国
立音乐学院并获得专业演奏家文凭。

在巴黎的四年时间里，田萌不仅得到了更专业的指
导，还沉浸在巴黎音乐、绘画、建筑等各种艺术的熏陶
中。人文相通，这些艺术熏陶让田萌开阔了视野，也让她
对长笛演奏方法有了更深理解。

依依不舍，学成归国

从 18 岁到 25 岁，田萌只回过两次中国。她把最美好
的时光留在法国，对这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国度满怀留恋。

2015年春节前夕，爷爷打来电话，询问田萌能否回家
过年。面对回国还是继续留下来的抉择，田萌难以取舍；
然而当她下定决心说出再见的时候，却不再犹豫了。

春节后，田萌参与了一项全国性的艺术普及网络课程录
制工作。通过这个平台，她把自己多年来在法国所学传给更
多中国爱好者。很快，田萌的专业和严谨得到了主办方的认
可，完成长笛的课程录制之后，她被聘为整个课程项目的艺
术总监，器乐、声乐等所有音乐课程的录制质量都由她来把
控。2015年底，田萌完成网络课程录制后进入剧团工作。

投身音乐教育产业

剧团的演奏工作占据了田萌的绝大部分时间，“这样的

作息让我无法去做一个跟欧洲音乐学院课程体制同步的、有
法国特色的培训，这与我最初的理念是相违背的。”

辞掉剧团的工作后，田萌一边休养身体一边考虑自己
的未来。“那几个月我想了很多事情，”田萌说，“想来想
去，还是要跟随自己的意愿，坚持初衷。”

2016年 6月，田萌成立了属于她自己的工作室。她给
这个小小的工作室起了个充满生机的名字：葡萄树。但在
她看来，立足音乐，做好内容，是最重要的。

2017 年 1 月，田萌与好友成立“葡萄树中法音乐教
育”，开始做连锁教育机构。她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先后
招聘了十多名专业老师，其中一多半都具有留学背景。

田萌说，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品牌做好，但是会留心在
专业上，正如她在被聘为中法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副会长时所
说，“将尽全力为中法间的音乐教育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现在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演奏家和老师”，田萌
说，“而我的所做可以定位为‘音乐教育产业’，这是我的
初衷，也是我的追求。”

（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