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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音乐会
奏响惠灵顿
中秋音乐会
奏响惠灵顿

近日“天涯共此时”中秋音乐会在惠灵顿举行。新西兰
阿罗哈弦乐四重奏乐团、惠灵顿社区合唱团、惠灵顿凯尔本
学校合唱团和主要由华侨华人组成的惠灵顿东方之声合唱团
同台献唱，共迎中国传统中秋佳节。

图为惠灵顿社区合唱团与惠灵顿东方之声合唱团成员准
备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侨情乡讯侨情乡讯

北京侨联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9 月 16 日，北京市侨联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暨志愿服务周启动仪式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
各级侨联领导和侨界志愿者代表共 500 余人参
加活动。

据悉，启动仪式后，北京市各级侨联组织志
愿服务队将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开展健康讲堂、
法制宣传、扶贫帮困、关爱老人、环境保护等系列
志愿服务项目，为首都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作为北美电影界年度盛事之
一的第 43 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已
近尾声。而在8月，由身居多伦多
的一群华人青年主办的木兰电影
节已在这座加拿大最大城市中崭
露头角。

这 个 暑 期 ，《和 你 在 一 起》
《村戏》《罗曼蒂克消亡史》《桃
姐》 等 17 部华语电影在 8 天的首
届木兰电影节期间轮番展映，其
中包括不少曾获国际级奖项的影
片。主办团队成员均为刚毕业三
五年的多伦多大学年轻校友。

不过，他们中没有一位是学习
或从事影视及相关专业的人士。这
个华语电影节的主要创办人、执行
总监沈玮说，木兰电影节是从一句
玩笑话开始的。一年前的夏天，一
位朋友对一心想当导演却入行无
门的沈玮说，既然拍电影这么难，
不如你自己办个电影节吧。

说干就干。他们注册了一个
非营利性公司。一群金融、会计、
计算机等专业毕业，从未修过一门
电影课，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校友
开始了追梦之旅。

万事开头难。“我们没有任何
资源，就是上网搜。”沈玮对记者
说，团队想找哪部片子，就千方
百计查找版权方，再通过邮件与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版权公司及发
行公司逐一联络。她说，谈妥一
部电影平均要写二三十封电子邮
件，“比想像中要简单。”

沈玮不认为办电影节只是为
圆梦。她说：“我们的初衷是做更
多的文化交流，而电影可能是最
好的一个媒介。”

她回忆说，自己刚到加拿大留学时，身边有很多
同学对中国颇感兴趣，但也对中国存在诸多片面的解
读或误解。她和电影节的创办团队希望通过电影，
展示一个“真实、全面、不加修饰的中国印象”。

首届木兰电影节设立了“回溯中国”、“女性制
造”和“青年肖像”三个单元。沈玮说：“我们想展
现中国 20世纪初以来的巨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如何
与古老的中国相联系，又如何成为了现代的中国；
同时也反映出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但这三个单元只是明线。沈玮说，北京与上海
是策划团队铺设的暗线。不少展映作品的故事都与
这两座中国的代表性城市有关。

“中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讲述。”沈玮在一
篇推广电影节的文章中写道。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生凯西·麦
肯纳在观影后留言说，当与华人观众在同一剧情处
发出笑声时，自己感到观众之间已打破文化上的障
碍。IBM 公司的实习生里沙夫说，电影节的观影经
历让自己更多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及华语电影与西方
电影的异同之处。李德伦音乐基金会主席李燕评价
说，木兰电影节主办者和义工是一群素质颇高、很
阳光的年轻人。

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沈玮认为，这个百分之
百由志愿者运营和管理的电影节，已在第一届活动
中达到“超出预期”的效果。

（来源：中国侨网）

多
伦
多
华
人
青
年
自
办
华
语
电
影
节

余
瑞
冬

南洋巡安 盛况空前

“场面恢宏、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真是千
年等一回呀。”马来西亚吉隆坡雪隆海南会
馆天后宫主席丁才荣向本报记者回忆起去
年湄洲妈祖巡安马来西亚吉隆坡时的盛况。

2017 年 7月 1日至 7日，“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暨中马、中新妈祖文化活动
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湄洲
妈祖 1000 多年来首次走出国门，一路走
去，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妈祖信众夹道
恭迎、虔诚膜拜，也吸引了全世界镁光灯
的聚焦。

湄洲岛是妈祖的诞生地、妈祖祖庙所
在地和妈祖文化发祥地，其中湄洲妈祖祖
庙是世界各地妈祖庙的祖庙。东南亚是海
外华侨华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妈祖信仰
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十分盛行。

“妈祖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一 种 探
索。”湄洲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赞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湄洲妈祖
巡安东南亚，极大推动了妈祖文化“走出
去”，扩大了妈祖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影响力，增强了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民间交往、文化交流和民
心相通。

巡安、分灵、建庙，近年来，随着海
外华侨华人对妈祖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
妈祖文化加快了“出海”的步伐。泰国、
菲律宾、印尼、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多
家宫庙、社团和妈祖信众纷纷发出邀请，
企盼湄洲妈祖能够巡安当地，赐福百姓。

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庙、华
侨华人，纷纷组团赴“妈祖故里”朝圣、
谒祖、进香。据湄洲妈祖祖庙相关负责人

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回乡朝拜的海外华
侨华人有近4万人次。

“妈祖文化在海外的繁荣兴盛与中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一方面是中国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为妈祖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更自信了，推介宣传的动
力更足。”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宗教研究中心
副主任范正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妈祖文化 内涵丰富

“承蒙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
佑之德。”在江苏太仓和福建长乐的两处
天后宫，屹立着两块有数百年历史的石
碑，《番事运之记》《天妃灵应之记》 两则
碑记分别镌刻其上，详细记录了一段辉煌
壮丽的航海故事。

这两篇碑文的作者是明代航海家郑
和，碑文中“天妃”是妈祖的别称。七下西洋，
长达28年间，郑和把妈祖信仰带到航海的船
队里，也带到了船队途径的异域国度里。

“一滴撒天天清，一滴撒地地宁，三
滴撒水海晏河清，护我茶路永得太平。”
清代，当载着茶叶的船舶靠泊在福建水流
湾的码头，茶帮的人们穿着草鞋，担着茶
担，一路吆喝，将辛苦劳作收来的茶叶作
为祝寿供品，敬献三坊七巷天后宫的妈
祖，以表达对水上航路一帆风顺的感谢，
也祈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如今，三坊七巷天后宫依然香火鼎盛，
成为中国水上茶路妈祖信俗历史见证。

“四海恩波颂莆海，五洲香火祖湄洲。”
妈祖自宋代诞生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历
经南宋、元、明和清四个朝代，14 个皇帝先
后敕封了 36 次，妈祖从“夫人”“天妃”

“天后”到“天上圣母”，封号最长达64个
字，成为被官方认可的信俗，并日渐成为
沿海、沿江、沿河海内外信众的精神之魂。

“妈祖文化包含了信仰意义和世俗功
用两种维度，过去是信仰意义占主导地
位，在历史的演变中，世俗功用日益凸显
并占据上风。”范正义表示，妈祖文化是
活态文化，内涵外沿不断扩大。

康熙五十八年 （公元 1719 年），妈祖
与孔子、关羽一样，被列入国家祀典，享
三跪九叩礼，成为万众敬仰的“海上女
神”。时至今日，妈祖是和黄帝、孔子并
列的享有中国国家祭典的三大神明之一。

2016 年，妈祖文化写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与中国
当代社会价值观高度契合。”范正义表示，
妈祖文化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是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
化资源，也是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
文化记忆，传承和发扬妈祖文化意义重大。

锻造品牌 润泽世界

隆庆二年前 （1558～1568 年） 日本萨
南野间岳已建妈祖庙；万历十三年 （1585
年），西班牙传教士在所著 《中华大帝国
史》 中介绍湄洲娘妈的生平事迹；在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只要有兴安会馆或莆仙人
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天后宫。

在浩瀚斑斓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妈祖
信俗国际化的记载不胜枚举。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
地方就有妈祖。”这句话毫不夸张。千百
年来，妈祖信仰随着华侨华人的脚步广泛
传播到世界各地。截至目前，全球已有五
大洲 44 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妈祖版
图”，妈祖宫庙上万座，信众超过3亿人。

2016年9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价值得到世界认可。

如今，妈祖文化是一张享誉世界的中
国文化名片，发展前景一片大好。新时
代，应如何把握机遇，进一步打响妈祖文
化这一国际品牌？

“以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发挥妈祖文
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的方针为指
导，以弘扬‘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
精神为初衷，主动作为，要‘迎进来、走
出去’两条腿走路。”林金赞表示，要充
分发挥妈祖文化在推进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上的文化先行的作用，向世界讲述
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思想。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范正义表
示，妈祖文化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妈
祖的精神可以为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文化支撑。其次，妈祖文化日益成为
连结两岸同胞、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精
神纽带，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在华侨华人
和港澳台同胞中间的文化感召作用，合理
地开发妈祖文化创意产业。

湄洲妈祖10月再下南洋

海外华侨华人的“妈祖”情结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庄重肃穆的祭典仪式、万人空巷的绕境巡安、曼妙典雅的八
佾舞蹈、热闹喧腾的舞狮表演、独具福建地方风味的莆仙戏……
舳舻竞发，彩旗飘扬，鼓乐喧天，人头攒动，湄洲妈祖巡安成为
2017年夏天整个东南亚地区人民的美好记忆。

近日，本报记者从湄洲妈祖祖庙获悉，今年10月20日，湄
洲妈祖祖庙将组织2600多人的护驾团，乘坐“歌诗达大西洋号”
邮轮再次下南洋，巡安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引发广泛关注。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图为2017年7月2日，马来西亚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迎接湄洲妈祖的盛况。
（丁才荣供图）

“一带一路”高级研修班开班
9 月 1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高级研修班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开班。研修班
为期 6天，共有来自波兰、美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泰国、缅
甸、柬埔寨、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的54名政府
官员、商界精英、专家学者参加。

据介绍，该研修班旨在增进各共建国家对
“一带一路”建设动态，尤其是“贸易畅通”的
新成就、新问题、新举措的了解，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吴江辉 侯斌斌）

图为研修班开班现场 吴江辉摄

图为北京市侨联志愿者现场为老人义务理发

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拥有华文教育体
系最完整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亲切地称
之为“华教”。今天，马国的华人子弟可以
堂堂正正地学习华语，许多海外的华人子
女跨国、跨海到马来西亚学习华文。这一
切，离不开被尊称为“华教族魂”的林连
玉先生及其追随者筚路蓝缕、无私无畏的
抗争。

林连玉原名林采居，出生于福建永春
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熟读经史。1919
年，恰逢陈嘉庚先生扩充集美师范部，原
本遵父命投身商界的林连玉弃商就学于集
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1924 年，林连玉
以第一位“九十生”（每门学业成绩达到90
分以上） 的优异成绩留校任教。

1925 年因时局动荡，集美学校关闭，
林连玉辗转至马来亚执教，先后任教于爱
大华国民学校、任抹埠中华学校、加影育
华学校及吉隆坡尊孔学校等。执教期间，
曾因发表关于捍卫华教地位与华人权益的
言论，引起殖民政府的注意和追查。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火烧及马来
群岛，吉隆坡尊孔学校关闭，林连玉加入吉

隆坡战时救伤队，参加马来亚保卫战并一度
负伤。吉隆坡沦陷后，林连玉隐迹巴生，养猪
务农 3年 8个月，直至战后主持尊孔学校的
复校工作。因经费匮乏，林连玉变卖其所
饲养的肥猪，所得钱款全部用于复校之需。

战后，原为英属殖民地的马来西亚逐
步走上独立道路。“马来亚联合邦”成立
后，林连玉开始投身于争取华文教育地位
的斗争。1953 年底，林连玉出任教总主
席。次年，他以教总名义提出列华语华文
为官方语文之一，并向联合国申诉，请求
关注马来亚华人地位问题。

1955年1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
与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巫统领导层会
谈，以暂时放弃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诉
求为条件，换取巫统为首的竞选联盟承诺
在马来亚自治选举获胜后，实施给予各民

族公平合理地位的教育政策，并增加对华
文中小学的经费拨款。此举奠定了董教总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领导地位。其
后，华人子弟普遍登记入华校就读，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体系得以保存。

“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
垒。”林连玉一直主张“各民族教育以母语
为媒介”，“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

然而，马来西亚当局以林连玉的言行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为由，于1961年吊销了林
连玉的教师注册证，1964年又褫夺了林连玉
的公民权。林连玉无法以教总主席身份直接
参与华教工作，生活也更加困苦。

“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
育牺牲永不后悔！”去世前3个星期，林连玉
挥笔写下《驳东姑》一文，驳斥对教总的污

蔑，表达了绝不屈服、抗争到底的决心。
林连玉为争取华教地位和华族权益威

武不屈，至死不渝，无愧为一名杰出的教
育家、一位卓越的文化战士，他因此被尊
为马来西亚的“华教族魂”。1987年起，每
年 12月 18日林连玉的忌辰被定名为“华教
节”。他曾写诗云：“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
空拳搏虎头”，成为自己一生最好的写照。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林连玉

没有公民权的“华教族魂”
张 燕

百年侨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