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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侨智 同圆共享中国梦

2017年5月25日，北京会议中心。
由中国侨联主办的“黄大年先进事迹报告会”正在

这里举行。听众们早早入场落座，近 2000人的报告厅座
无虚席，格外庄严肃穆。人们静静地聆听着，以此表达
对这位归侨科学家的由衷敬意。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
的，当然就要回到这里！”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报告人任波深情地转述黄大年生前曾对他说过的话，感
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很多人
数次落泪，甚至哽咽出声。

黄大年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新归
侨的杰出代表。“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习近平总书记
曾这样评价黄大年。2009 年回国以来，黄大年及其团队
曾两次获得由中国侨联设立、旨在表彰侨界高新技术人
才的最高奖项——“中国侨界贡献奖”。黄大年生前还曾
被聘为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理事。中国侨联主办
的“黄大年先进事迹报告会”更是在海内外侨界引起广
泛影响，侨胞们被“黄大年精神”感动着、鼓舞着。

“黄大年同志用他奋斗的一生、闪光的一生照亮了我
们前进的路。”2017年7月27日，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万立骏在 《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 《凝聚更多黄大年式
的新侨》的文章。文章指出，“黄大年同志正是各级侨联
组织拓展新侨工作、促进新侨创新创业的生动写照。”

五年来，以黄大年为代表的侨界楷模不断涌现。中
国侨联全力支持新侨创新创业，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亮
点频频，成果丰硕。

为鼓励和支持新侨创新创业，中国侨联重点做好人
才服务和平台搭建工作。

通过表彰“中国侨界贡献奖”“新侨创新创业杰出人
才”，推荐“中国政府友谊奖”“全国创新争先奖”，联合
举办“美中创新创业与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侨联不
断发现侨界人才，宣传创业典型，营造创新氛围。中国
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也日益壮大。目前，该委员会已有7
个分会、289名专家，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并开展
基层服务。

中国侨联创新创业联盟目前已吸纳国内理事单位325
家、海外委员 61名，新建“中国新侨创新创业基地”13
家。以“创业中华”品牌建设为牵动，以侨商会为纽
带，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为重点，侨联组织与各地方政
府联合举办上百场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在参政议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侨联也
从未缺席。如加强组织协调，服务和支持人大归侨代
表、政协侨联界委员；加强调查研究形成涉侨问题的重
要议案，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加强侨情研究，对华侨
权益保护等320部法律文件草案提出意见建议，反映侨界
群众心声。2018 年“两会”期间，侨联界委员的发言得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

维护侨益 当好侨胞“娘家人”

2016年6月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侨联
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罗马尼
亚华人商贸总会名誉会长郭先生难掩激动。通过连云港
市侨联在侨商会设立的“连心桥”平台，郭先生挽回了
10多年前约3600万元的投资损失。他这次专程前来，为
侨联工作人员送上一面红彤彤的锦旗。“依法维权护侨
益，雪中送炭暖侨心”，十四个金灿灿的大字映着郭先生
兴奋的笑脸，分外醒目。

护侨益，暖侨心，这面锦旗承载着侨胞们对侨联组
织满满的信任与感动。郭先生的故事并非个例。着力依
法维护侨益，不断增强侨界群众的获得感正是侨联工作
的应有之义、应尽之责。据统计，五年来，全国侨联系
统累计办理来信 2 万多件，接待侨界群众来访 5.8 万人
次，答复侨界群众电话咨询7.4万件次；各级侨联法顾委
协调处理涉侨案件4500多件，出具法律意见函1800多件
次，召开案例研讨会400多次……

一个个侨联组织依法护侨维权的生动案例、统计数
据，不仅坚定了侨界群众对“娘家人”的信任，维护了
侨界的和谐稳定，更提升了侨联组织的亲和度与执行
力。“多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侨联组织和侨务工作者对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深厚感情。”2016 年 9 月 26
日，归侨代表、94岁高龄的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在
中国侨联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深情地说。

五年来，中国侨联切实维护侨益，成为侨界群众值
得信赖的“娘家亲人”。如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信访难题，为侨界群众排忧解难；主动协助我驻外
使领馆做好领事保护工作，开展“平安留学”法律知识
宣讲和法律援助；开展网上信访，畅通侨界群众诉求表
达渠道；联合地方侨联举办一系列法律宣传活动……

“侨胞之家”暖暖的，侨界群众的幸福感满满的。
新时代，新思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涉侨

纠纷问题上，中国侨联还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
2018 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侨联联合下发 《关于
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借
助侨界观察调解团制度，灵活运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妥
善解决各类纠纷和案件，使得当事人能够从漫长的诉讼
过程中得到了解脱，切实温暖了侨心。

凝聚侨心 画出最大同心圆

2018 年农历春节前夕，北京凤凰传媒中心一派喜庆
气氛。由中国侨联举办的 《远方的惦念——2018 华侨华
人春节大联欢晚会》 正在这里录制。“虽不曾看见长江
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

在梦里……”开场大合唱 《龙的传人》 气势恢宏，铿锵
有力，饱含深情，令人动容。这是由121个国家的150名
华侨华人组成的合唱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从 20
岁到 80 多岁。虽然排练时间很短，但他们唱出了最和
谐、最动人的中华情。

演出播出后，这场大合唱成为晚会最温暖人心的节
目，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中引发热议。一位来自瑞典的华
侨这样评价说：“华人合唱团代表全球6000万海外游子的
心声，唱出了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感谢中国侨联。伟
大的组合，终生难忘。”

这是中国侨联举办的第四届电视春晚。晚会继续坚
持“侨办、侨演、侨看”的特色，突出“侨”的特点，
已经成为中国侨联海外联谊活动中的一大亮点。

以心联侨，以情聚侨。五年来，中国侨联着力拓展
海外联谊，侨联的朋友圈和团结面不断扩大。

2017年，在中国侨联及各级侨联的精心组织下，“海
外侨胞故乡行”活动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河南
等各省市启动。2018年4月，中国侨联海外青年“一带一
路”高级研修班在西安举行，来自 3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0名海外杰出青年参加了学习。

这样的海外联谊活动几乎每年都在各地蓬勃开展。
侨联有针对性地组织海外侨胞回国参访研修、参加文化
交流等活动，使得海外侨胞直观地感受到祖 （籍） 国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的关
爱，感受到侨联组织“家”的温暖。

各地侨联组织也纷纷依托地方优势，丰富联谊手

段，积极搭建平台，扩大海外朋友圈。如北京侨联依托
“华诞中国·亲情北京”国庆观礼这一品牌活动，向海外
侨胞宣传首都发展成绩；福建侨联自 2012 年起，连续 6 年
举办“两岸侨界交流周——走进台湾”活动，形成了两岸侨
界良好的交流机制，增进了两岸人民的亲情和福祉。

故乡山水远，两情总相依。通过打造骨干队伍，紧
密团结海外主要侨领侨团，培育侨界新生代，引导海外
侨胞认识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积极拓
展与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中国侨联成为凝聚侨心的桥
梁纽带，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发挥侨力 扶贫济困献爱心

2017年11月19日，缅甸实皆省梯桑眼科医院。90岁
高龄的缅甸老奶奶杜钦季正在接受一场白内障手术。她
年龄大，眼疾时间长，还患有肝炎，手术的难度不小。
但令老人宽心的是，手术由来自中国爱尔眼科医院的专
业医疗队操刀，且完全免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杜钦
季老奶奶的视力从仅有光感恢复到了0.5，从近乎失明到
重见光明，老人异常欣喜。“谢谢！”她激动地用刚刚学
会的汉语向医生连声致谢。

这一天，“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缅甸站复明仪
式在缅甸实皆省梯桑眼科医院举行，来自中国爱尔眼科
医院的医疗队为缅甸2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帮助他
们重见光明。

“侨爱心光明行”活动是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公益基
金会精心打造的“民心工程”，旨在专门为贫困白内障患
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该活动旨在 3 年内为 50 万贫困致
盲性眼病患者提供免费、精准的眼科医疗服务，目前已
覆盖 14 个省区，救治规模达到 2.5 万例。通过“一带一
路·侨爱心光明行”活动，中国侨联的公益事业走出国
门，情谊跨越国界，将“民心相通”真正落到实处。

“侨爱心光明行”活动正是中国侨联扶贫帮困、着力
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写照。五年来，中国侨联致力
于凝聚侨界力量，将精准扶贫与为侨服务相结合，开展
助学、助教、助医、助困、扶贫等工作。

通过基金推动、项目运作，中国侨联大力实施“侨
爱心工程”，募集资金约6.36亿元，捐建侨爱心学校、卫
生院、图书馆310个；资助教育、文化、医疗等公益项目
3000多个；通过“珍珠班”、“树人班”帮助5万多名寒门
学子，其中2万多名学生圆了大学梦；为贫困地区106家
医院捐赠医疗设备，为 15 万婴儿提供免费血管瘤筛查
……爱心伴随着华侨华人的赤子情怀，播撒到祖 （籍）
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以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为抓手，中国
侨联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开展“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向全国 27个省份的散居困难归侨侨眷、华侨农林
场困难职工、侨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病患者、南
侨机工及其遗孀遗属发放慰问金 1880多万元，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困侨、难侨心中。

在脱贫攻坚战中，各地侨联组织也纷纷拿出实实在
在的“硬措施”。福建省侨联发起“百侨帮百村——联村
助户”精准帮扶活动；贵州侨联积极探索“侨联+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模式，以“多对一、线对线、面对面”的全新模
式广泛动员侨界力量；吉林省则倡议建立由侨联组织和
爱心人士无偿捐助的“爱心超市”，创新扶贫模式。

文化为桥 连起浓浓中华情

2017 年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十二。正值严冬的维也
纳，积雪还未消融。然而，凛冽的寒气敌不过华侨华人
心中浓浓的暖意。晚上6时，夜幕刚刚降临，紧邻美景宫
的维也纳工会艺术中心大门前已是人头攒动。无论是拄
着拐杖的老人，还是带着孩子的夫妇，大家见面都会用
中文道一句“新年快乐！”晚上 7时，中国侨联“亲情中
华”艺术团奥地利慰侨演出拉开大幕，为当地民众和华
侨华人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一首首耳熟能
详的经典歌曲不断引起全场观众的应和，优雅曼妙的傣
族孔雀舞令人沉醉，地道的川剧变脸则让观众时而惊
叹、时而捧腹大笑……

隔山隔水隔不断中华儿女情。“亲情中华”已成为中
国侨联开展文化交流工作的一张闪亮名片。五年来，中
国侨联以“亲情中华”品牌为统揽，打造承载祖 （籍）
国亲人祝福和牵挂的亲情之旅、促进中外人民沟通和交
往的友好之旅、展示传播中华艺术的文化之旅，着力弘
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深受海内外侨胞的欢迎和喜爱。

一方面，“亲情中华”坚持 “走出去”。中国侨联五
年内组派 112 个艺术团组出访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巡演 470 多场。除了巡演，“亲情中华”还组派包括美
食、书画、中医中药、武术、华文教育等各类团组，让
海外侨胞和当地民众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

“亲情中华”也坚持“请进来”。“亲情中华”夏令营深受
海外华裔青少年喜爱，五年来约有 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000名华裔青少年回国参加活动。

中国侨联还积极组织侨界群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不断夯实基础，推动华侨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亲
情中华·走进侨乡”等活动感染和温暖侨界人心。世界华
侨华人美术书法展、世界华侨华人摄影展、海外华文媒
体采风活动等系列文化活动影响广泛，尤其是世界华人
学生作文大赛每届都吸引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万
学生参加。据统计，五年来全国建立起164个中国华侨国
际文化交流基地、7个侨乡文化中心，建成的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吸引100多个团组、近5万名海内外观众到馆参观。

自身改革 从严治会抓建设

“最新数据！出国留学、海归就业有哪些新趋势？”
“华侨华人如何参加中国社会保险并领取社保待遇？”“回
国定居如何办理？你要知道的都在这儿”……打开“中
国侨联”微信公众号，一篇篇及时、实用的推文映入眼
帘。急侨胞之所急，想侨胞之所想，“中国侨联”微信公
众号成为移动的“侨胞之家”，为华侨华人的学习、生
活、工作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便利。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侨务工作方式正在发
生变化。加强网上侨联工作，形成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相结合的工作格局，是侨联组织推进改革的一个要点。

五年来，中国侨联一直走在自我建设和从严治会的
道路上，侨联组织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中国侨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侨联
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密切与侨胞的联系为关键，坚持问
题导向，全力推动侨联改革。相关改革措施蹄疾步稳，
成效显著。如改革领导机构和领导机关；积极稳妥做好
职能优化、机构调整、力量充实等工作；大力推进基层
组织建设；加强网上侨联工作，支持和引导由海外侨领
自发成立的“侨联之友”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积极带
动地方侨联改革等。

在侨联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中国侨联还着力抓
好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日常监督，引导侨联干部提高思
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修养、树立群众观点、培养良好
作风，努力把侨界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回眸五年路，中国侨联始终心系侨胞，服务大局，
初心不改，使命不渝，是侨务工作的实干家，也是广大
侨胞的贴心人。展望新时代，中国侨联将继续与“侨”
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合力。

汇侨智 护侨益 凝侨心 聚侨力

这五年，中国侨联这样走过
本报记者 张 红 李嘉宝

2018年 8月 29日，第十次全国归侨
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广大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翘首以待的一次盛
会。

栉风沐雨又五年。五年来，中国侨

联和各级侨联组织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怀爱
侨之心，恪守为侨之责，办好利侨之
事，在凝心聚力中画好最大同心圆，在
改革发展中共筑复兴梦。

2017年12
月 29 日 ，“ 首
都侨界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
报告会”在北
京举行。中国
侨联主席万立
骏 出 席 并 讲
话。

2017 年 2
月 11 日，“亲
情中华·欢聚
浦东”慰问演
出 在 上 海 上
演。图为演出
结束后，观众
与演出团成员
合影。

2017 年 5
月 25 日 ， 由
中国侨联主办
的“黄大年先
进 事 迹 报 告
会”在北京举
行，来自首都
各区县的归侨
侨眷、学生代
表等约2000余
人 聆 听 报 告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