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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林（芬兰）

“芬兰期待中国游客、中国企业”

“大家都知道，我的两位同事——‘熊猫大使’已在
年初搬入了他们在芬兰的新家”，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
说，“现在这对神仙眷侣已在芬安居乐业。”语毕，位于
赫尔辛基的中国驻芬兰大使馆里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
声，随即热烈的掌声响彻大厅。

日前中国驻芬兰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69周年招待会。会上热闹非凡，高朋满座。芬兰前总
理、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万哈宁等政要以及各界人士和
各国驻芬使节、华侨华人、留学生和在芬中资机构代表
近300人出席，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节日气氛。

陈立大使提到的“同事”正是中国赠予芬兰独立100
周年的国礼——大熊猫“华豹”和“金宝宝”。在芬兰，
两个熊猫宝宝可是当仁不让的“超级明星”，在它们还没
到达芬兰的时候，当地民众就早早给它们取好了昵称，

“华豹”叫“皮吕”，“金宝宝”叫“卢米”。
10月1日，另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在赫尔辛基大

学拉开帷幕：古筝、笛子、小品、相声一样不落，民
乐、群舞、合唱、独奏种类繁多，由赫尔辛基大学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会举办的国庆联欢晚会让在场的500多名观
众重温了家的感觉。

芬兰华商总会会长杨二林参加了这两场庆祝国庆的
活动。他来到芬兰已经 30年了，是一位见证中芬关系发
展历程的资深老侨。他还记得，30年前刚到芬兰时，第
一次见到自动取款机的他曾艳羡不已，惊讶于西方国家
发展速度之快。而如今，中国“发明”的支付宝和微信
已经遍及许多国家，这让他感慨于中国智慧在全球的广
泛影响。

杨二林说，这30年，中芬合作掀开新篇章，双边游客增
加，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工作支持许可计划”诞生……越
来越多的芬兰民众期待中国游客、中国企业的到来。“希
望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开放包容，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
望早日变成现实。”杨二林说，这是他对中国最深的祝
福。

蔡志河（菲律宾）

“40多年，从未间断为新中国庆

生”
“今天晚上的会场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喜气洋洋！”

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感
慨道。10月1日，由中国驻菲大使馆、菲华商联合会及菲
华各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
年国庆宴会在菲律宾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160多个
华侨华人社团派代表出席，现场 1700余名菲律宾侨胞齐
聚一堂欢度国庆。

合唱、歌舞、民乐、独唱……现场节目水准精良、
编排异彩纷呈，由各华社准备的表演令会场响起经久不
绝的掌声和欢呼声。

“40 多年来，我们从未曾间断为新中国庆生。”蔡志
河表示，“今年的活动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盛况空前！”

故土根深，游子情长。每一年的 10 月 1 日，都是每
个海外侨胞心中最神圣和最温暖的日子。不论距离多
远，祖国始终是海外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

1975 年，蔡志河从香港辗转到菲律宾的时候，中国
的发展尚未起步，拿着中国护照的他初到异国他乡，常
会在海关被专门仔细“询问”。而如今，菲律宾随处可见
欢迎中国游客的中文标语，菲律宾友人在最近一次调研
后，也由衷地向蔡志河感叹，中国的发展和成就“特别

了不起”。
今昔对比，蔡志河由衷感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看着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虽然身在海外，
却始终心系祖国。我们为祖国和家乡取得的巨大进步由
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

孟可心（秘鲁）

“总统出席了国庆招待会”

“你的名字，永远都刻在我们的心里。中国，亲爱的
祖国，生日快乐！”在秘鲁通惠总局近日举办的“庆国
庆”联欢会上，华侨朱啸嶽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祖
籍广东的他自幼随母亲移居秘鲁，中文底子并不扎实，
但仍努力用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诵读游子心声。

“晚会的节目大都是侨胞自编自演，尤其是新侨的参
与度很高，想节目、出点子，非常积极。”《今日中国》杂志秘
鲁代表处负责人孟可心向本报介绍，“大家都铆足了劲
儿。一般是晚上 9 时到次日 1 时排练，虽然晚间时段生意
还不错，但大家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场地，大
家就轮流贡献出工作场所或生活居所。新中国的生日是
我们共同的节日。”

中国国庆，不仅秘鲁侨胞重视，当地主流社会也十分关
注。今年，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出席了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举
办的国庆招待会。利马天主教大学和里卡多帕尔玛大学所
属的孔子学院为迎国庆举办了中国文化展演，学画中国画、
拼贴中国地图等活动受到在校师生、当地民众的欢迎。

“来秘鲁 20多年了，变化挺大。”孟可心感慨道，“看得
出，在秘鲁以及其他不少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在加深：从美
食风光，到中国制造，再到如今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
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以之为傲。”

黄晶晶（南非）

“中国让我们有底气、更安心”

日前，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69周年招待会上，童声清朗，中南两国少年作
为开场表演嘉宾合唱两国国歌。

“我们对这次国庆庆典活动十分重视，一方面是活动
规格高、标准高，另一方面更因为国庆对身处海外的侨
胞而言意义深重。”来自南非的华星少儿合唱团参演负责
人黄晶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此次活动邀请了包括
南非政府官员及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南使节、中资机
构和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在内的650余人出席。

“此次参演的华星少儿合唱团成员都是当地侨胞的子
女。”黄晶晶说，“整个排演过程近两个月。家长平时都很忙，
但每周日下午都挤出时间，陪子女参加排演，从未缺席。”

“朋友圈”异中有同，不变的是赤子丹心。“这些
天，我的‘朋友圈’被国庆庆贺刷屏了。”黄晶晶感叹，

“身处世界各国的华侨朋友，他们‘晒’的大多是参加当
地庆祝中国国庆活动的照片。虽然活动内容各不相同，
但画面大都是一片红。我们都为祖国的强大深感自豪。”

黄晶晶坦言，早年刚来南非时，她常因乡愁而落
寞。但如今，当地唐人街商家林立，中资机构快速发
展。诸此种种，都令黄晶晶感受到心中的底气越来越
足。同时，南非民众也更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力量，双方
领导人互访频繁，经贸往来密切，中南关系越来越近。
南非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更多、好感更多，这使海外侨胞
的腰板更直。

“我现在仍是中国护照的持有者，今后也会如此。”定
居南非十余年的黄晶晶坚定地表示，“祖国强大，我们在海
外就更有底气；祖国繁荣，我们在异国就更为安心。”

“你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严 瑜 张斐然 祖 鸿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身处海外的侨胞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庆祝新中国69岁华
诞，在千里之外送上深深祝福。来自世界各国的侨胞纷纷告诉本报，虽然人在异国
他乡，但新中国的生日早已成为他们共同的节日。他们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骄
傲，更憧憬祖国前景璀璨的未来。

国庆“黄金周”进入最后一天，铜锣湾一药店的工
作人员小周仍然忙得不可开交。连续7天，旅客络绎不绝
进店“扫货”，让他着实辛苦了一阵子。身上累，心里却
乐，他笑言年底奖金有底了。

祖国华诞69周年，节日喜庆，香港热闹。一连几日，社
会各界自发举办活动庆祝，市民看烟花、赏秋景，访港旅客
人数再创新高，市面一片繁荣景象。过几天，特区政府又
要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逐一回应民生诉求。港珠澳大桥
经过三地联合运行测试，已是开通在望。

10月1日，特区政府举办的大型国庆活动开幕，全城
更洋溢起浓厚的节日气氛。当日清晨，特区政府在金紫
荆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2400 人出席。国歌响起，特区
政府纪律部队分别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圣保罗男女中
学、拔萃男书院和拔萃女书院联合组成的歌咏团在歌唱
家黄日珩和梁少莹的领唱下献唱国歌。现场所见，容纳
1000多人的公众观礼区内，人们脸上写满了欢乐。

在随后进行的国庆酒会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了
热情的致辞。“回顾祖国发展的历程，重温香港与国家一起
走过的日子。适逢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而筹备多

年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于8日前投入服务，令庆祝国庆
的活动更添意义。”林郑月娥说，过去一年，深深感受到中央
政府对香港同胞的关爱和大力支持，出台的多项措施为香
港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就业创
业机会，体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

“黄金周多金啊！”药店小周的话，颇能代表国庆7天
对香港市面的影响。根据入境处统计数字，国庆前 6天，
香港出入境人次达 580 多万，内地访港人数就有 138 万，
平均每日23万人来港，比去年同期高出23%，4日当天更
劲增八成以上。

访港人数增多，得益于香港开通了高铁。这几日，通
过高铁西九龙站出入香港的人次一直保持在每日 8 万左
右，“已售罄”的字眼频频现于西九龙站电子指示牌，而港
铁公司不得不多次提醒旅客可换其他线路往返内地。

人气旺，生意旺，商户普遍受惠。“黄金周期间日均
有 150至 160个内地旅行团来港，较去年日 130个团多了
不少。”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主席梁耀霖说。

图为 10 月 1 日，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在维多利亚港举
行。 张 炜摄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界开始盘点数据。澳门旅游
局局长文绮华表示，黄金周期间访澳旅客数字理想，从
前 4 天看，总旅客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20%，其中内地
旅客增加30%，超出了当局及业界早前预期。澳门地标
景点大三巴牌坊附近，连续4天实行人潮管制。

国庆节当天，由行政长官崔世安主礼的升旗仪式上
午 8时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举行。上午 9时 30分，特区政
府举行大型酒会，澳门中联办、外交公署、解放军驻澳部
队主要官员以及特区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
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驻澳门
部队当天上午也在澳门新口岸营区和珠海正岭营区同步
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节日期间的澳门，金风送爽晴空万里，街道旁和主要
建筑物上布满国旗、彩旗和鲜花，澳门民众以各种形式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1.8万名澳门居民参与的

“2018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日欢乐跑”在升旗仪式结束
后快乐起跑，旅客必游的澳门博物馆正在举行的“藏珍荟
萃——澳门博物馆成立二十周年馆藏展”精品云集，分6大
主题，涵盖昔日中西画作、生活用器、名人故物等，让参观

者深入了解澳门发展历程。离大三巴牌坊不远的草堆街
及烂鬼楼一带，开设了许多特色餐厅及饮品店，同样吸引
居民和旅客漫步其中。文化局属下中西药局旧址继续举
行“世遗模型工作坊”，不少家庭报名参加。在场家长忙着
引导子女用不同乐高积木构建相应的世遗建筑，既有助促
进亲子情，也能让小朋友进一步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

澳门世遗景点郑家大屋和卢家大屋分别举办“秋季茶
艺演示及品茗会”，吸引游客参加品茗活动，体验茶文化。
澳门邮电局还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热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纪念邮戳服务，并出售纪念封。

国庆节晚上21时，由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二
十九届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在旅游塔对开海面上进行最
后一场表演。来自意大利和中国的两支队伍精彩的压轴
表演，用璀璨的烟花照亮了节日特区的夜空。

澳门主流媒体《澳门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在这个
举国欢庆的日子，我们由衷地为祖国的繁荣进步而自
豪，为民族的自立自强而骄傲。

图为10月2日，游客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游玩。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秋风爽烟花亮

“游客潮没想到！”
本报记者 苏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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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意旺人气旺

“黄金周多金啊！”
本报记者 张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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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近日
中国驻南非大使
馆举行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69 周 年 招 待
会上，中南两国
少年合唱两国国
歌。

（照片由黄
晶晶提供）

图为秘鲁利
马天主教大学和
里卡多帕尔玛大
学所属的孔子学
院为庆祝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69 周 年 举 办 中
国文化展演。

（照片由孟
可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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