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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无疑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去国离乡多
年，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经历的那些事情，心里反而
更加清楚，写出来的东西和以前相比，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陈河这样形容多
年来与故土“审美距离”。

旅居海外多年的著名华人作家陈河近日被意大
利巴勒莫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其缘起正是这位华
人作家于 2007 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

《致命的远行》（2012年改名为《红白黑》出版）。《红白
黑》在几年前被译为意大利文在意出版，引发多方好
评，巴勒莫市市长在授予陈河荣誉市民称号时表
示，这部长篇让西方人真正看见了中国人的内心和
他们的历史和生活情况。

近日，身在意大利的陈河接受了本社记者的电
话专访，谈及海外华人文学，他直言，华人文学会
在新移民中继续繁荣，决不会衰退。

二十多年前，陈河放弃写作出国经商，多年
后，经历了白手起家的陈河重拾旧梦，回归写作。

拥有丰厚生活积累的陈河提笔不凡，先是短篇小说
《夜巡》 获得了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07 年，
融入个人传奇经历的 《红白黑》 引发关注；2010
年，中篇小说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 获得了首届郁
达夫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
得了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的主体最佳
作品奖……2016年11月，陈河更是携新作《甲骨时
光》摘得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大奖”。

不同于作品内容限于个人经历的作家，陈河不
仅多产，其作品更是覆盖面极广，在东西方跨界的
时空下，陈河创造出众多颇具真实魅力的人物形象。

“对于职业写作，我的理解是不断发现感兴趣的
题材，不是靠亲身经验，而是靠对题材的研究和想
象力，一旦发现有感动我的故事，我就会去寻找、
去钻研，所以写作的版图比较开。”陈河说。

提及近期颇受好评的中篇《义乌之囚》，陈河表
示，自己是温州人，对于义乌有着自己的了解，“义
乌其实提起来人们印象里通常写商战类型内容比较

多，这一篇我个人比较满意，因为在我有了这么多
经历后，强烈感觉到义乌很有代表性，那里曾经充
斥廉价的劳动力，也有混乱的资本现象，但那里也
存在着那种积极向上永不消退的世界革命的情怀。”

尽管作品版图颇广，但陈河笔下不变的主题总
是中国人的情感与命运。他坦言，自己在二十多岁
时便开始创作，但之前的作品较为单薄，而40多岁
重新开始后，因为生活的积累，因为离开之后的视
角的变化，一切变得跟从前不同，“我有更多的认
识，更多想要诉说和表达的东西，可以说创作动力
非常足。”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占据特殊的地
位。世界华文文学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题
材，近年来，以严歌苓、虹影、陈河为代表的华人
作家在中国文坛显现出颇为耀目的存在感。对于海
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陈河表示十分乐观，“新移民不
会停下来，华文文学会继续发挥影响。文学与艺术
是人类的本能，我认为，华文文学会在新移民中得
到进一步的繁荣。”

最新的作品 《外苏河之战》 中，陈河讲述了
1966年抗美援越的故事，其中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引人关注。对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陈河表示，“很
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经历，我年轻退伍后曾经在温州
长途运输公司工作了十几年，那段经历现在想想很
有意思，也许，下一部作品，会写那些年全部发生
在中国的故事。”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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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洋铁路建设，到运河开挖，再到
如今巴拿马成为拉美地区通往世界的门户
——这前后1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巴拿
马华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他们见证了这个国家从诞生到发展的
几乎全部过程，也用他们的泪水和血汗，
为这个多元种族文化国度的建设和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

定居巴拿马已有五代的胡里奥·邱一
家，便是众多在巴华人家庭在异国他乡奋
斗、发展的缩影。

胡里奥·邱是巴拿马知名国际问题专
家、巴拿马大学教授，也是位职业外交
家。他曾经在上世纪 70年代担任巴拿马前
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的外交政策顾问，还
参与过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相关外交谈判。

他回忆说，祖父于 1880 年从中国湖南
来到巴拿马谋生，初来时从事鸽子养殖和
畜牧业。

“我的祖父母有10个孩子，有几个 （孩
子） 被他们送回中国，但其中有些人又回
到巴拿马。”这些子女散居在巴拿马各地，
从事不同行业。

胡里奥·邱的父亲卡洛斯·邱于 1926 年
从广东来到巴拿马，并在巴拿马西部科克
莱省的阿瓜杜尔塞附近定居。“最初，我家
一直做商品批发和零售生意。”

之后，胡里奥·邱一家迁居到巴拿马城，
父亲先是在运河公司谋到一份差事，后来又
再次创业拥有了自己的五金店和超市。

青年时期的胡里奥·邱曾在巴拿马国立
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又在荷兰海
牙社会学国际学院获得社会科学硕士学
位。他说，遵守纪律、尊重他人、坚韧不
拔、乐观向上以及爱国是他的家族一直推
崇的道德准则，也是成就自己的积极因素。

160多年前，搭载着第一批华人的船只
抵达太平洋彼岸的巴拿马，开启了双方交
往的百年沧桑历程。目前，在巴华侨华人
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华侨社区之一。

从祖父辈远离故土孤身到异国谋生，到如今儿孙满堂、融入当地
主流社会，胡里奥·邱的家族在奋斗历程中，涌现出医生、军人、外交
官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为巴拿马发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胡里奥·邱说，尽管现在家族中的人们都是巴拿马公民，“但是我
们也依然为我们的先祖感到骄傲，他们来自那个遥远的，有着悠久历
史的故土——中国。我钦佩中国古老的哲学和智慧，中国领导人的治
国方略及其崇尚和平、发展的全球视野。”

他表示，相信同中国关系的推进，将有助于巴拿马国家实现更大
发展，“因为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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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战赴法华工雕像日前在
法国北部城市圣康坦市伊勒公园揭
幕，以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
法国参战的华工，延续中法友谊。

图为日前在法国圣康坦市伊勒
公园拍摄的雕塑。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一战华工雕像在法揭幕一战华工雕像在法揭幕

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见证者、受
益者。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展示广大华侨
华人与改革开放同行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中国
华侨华人研究所5月-9月开展“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
年”主题征文活动，我们从中择取数篇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按

我家与改革开放的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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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远全 （后排左六） 一家人合影

权威专家做的估算，他们人口
基数以百万计，握在手里的财富达
到惊人的五六万亿美元。

他们中的老一辈，凭着菜刀、剪
刀和剃刀创天下，曾经为讨生活血洒
路基，曾经横遭排斥而欲哭无泪……
却以坚韧顽强和勇毅，筑起事业的基
石，为子孙种下一片福荫……

他们中的新生代，已褪尽先辈
含辛茹苦奔波疲累的印痕，凭着资
本、知识和自信，昂首挺胸，攻坚
时镇定自若，致胜时云淡风轻……

在东南亚，他们的市场地位举足
轻重；在北美，他们以技术优长吸人
眼球；从欧洲到南美，从中东到非洲，
贸易场上，到处闪现着他们从容的身
影……

世界经济舞台上，他们聚合起
来的力量，令人不能小觑。

他们，是华商！
因着同根同种同文化，伴随中

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华商的能量得
以生动诠释和尽情释放。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 中 国 百 废 待
兴，资金、技术和管理却成为亟待
发展的瓶颈和掣肘。不同于西方跨
国公司的犹豫观望，东南亚华商奋
勇抢滩广东，一时各类加工厂风行
四方。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
话发表后，华商信心大振，对华投
资不断加码。2008 年金融危机时，
华商投资不减反增，对华投资不断
加码。2014-2015年，华商占据了中
国引进外资70%的权重。

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华商都
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他们不仅带来了
弥足珍贵的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
验和国际视野，也培养出大批中国内地的企业管理人才。
华商企业一直被誉为职业经理人的“黄埔军校”。这些企业
管理人才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之一。

华商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和建设者。中国 40年取
得的经济奇迹，他们功不可没。

华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获得利益回报
的同时，华商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也得到了淬炼
和提升。身处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练，让他
们的“武功”更加精进，修为也登高了一层。

华商的力量强大，聚则可以成就一个产业、一个地
区或是一个国家，散则单打独斗，难以攥成拳头形成合
力。但是，华商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组织，而
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聚散的依据，除了企业经营能否
成功、个人能否获得这些因素外，更有一个其他民族不
具备的显著特点，那就是特别重感情——重视住在国人
民的情感，同时永远不忘自己的根在中国。

目前，华商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已超越欧美等发
达国家。华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必
须倚重的力量。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华商，有针对性地
解决他们的个人关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服务
华商的题中之义，也是善待华商的重中之重。

华商也要善于汲取一切有益营养，用新科学新思维新
视野武装自己，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住在国、祖（籍）国
和第三方，在合作中互惠，在发展中共赢。

如此，华商前景会更加光明，前途将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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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越南归侨，1975年出生于
越南。1978年，我们一家经过一个多月
的艰难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同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
道路，我们越南归侨有幸成为了与中国
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参与者、见证者和
受益者。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40 年来，
我们越南归侨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辛勤
耕耘，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见证
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贫穷到
富裕，从落后到强大，我们深切地感受
着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始终和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978年 4月 25日，带着久别回家的
喜悦，父亲牵着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
姐妹踏着红河水进入了河口县。那时，
母亲已经进入临产期，进入河口当天，
母亲被送进了医院，顺利生下了弟弟。
由于正赶上祖国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
弟弟取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名字：曾四
化。匍匐在红河边上，呼吸着阔别多年
故土的芬芳，父亲这位久别回家的游
子，热泪盈眶！

回国后，我们一家被安置在宾川县
太和华侨农场。作为翻译，大哥应征入
伍，其他的哥哥姐姐都顺利地进入学校
上学，我和弟弟还小，待在家里。作为
越南归侨，虽然在生活上我们得到了国
家的许多照顾，但是，当时干集体挣工
分，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太多 （我们家共
有兄弟姐妹八个），而家里的劳动力只
有爸爸、妈妈和大嫂，所以我们的生活
依然很艰难。

1983年，国家出台政策，土地承包
到户，我们迎来了回国后的第一个春
天。我们家分到了十多亩地，还有一个
大菜园子。家里养了猪、鸡，种了各种
蔬菜，爸爸妈妈明显比原来忙碌了，但
多劳多得，他们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第二年，爸爸因地制宜，在
家里安装了碾米机，为队里
的农户和附近的村民碾米，
赚点零花钱。至此，我们家
开始脱贫了。年底，家里买
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
山茶牌 12寸黑白电视机，为
此，我们兄弟姐妹不知道兴
奋了多久！

春节前夕，家里来了好
多陌生人，听说是县里的领
导和带着相机的记者，来了
解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带来了我们
爱吃的糖果和饼干。亲切的交谈中，父
亲七拼八凑，算上家里的一台碾米机、
一台磨面机、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
车、两只肥猪、几十只鸡鸭和不多的积
蓄，我们家居然也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
户”。不知道父亲是否还珍藏着那张沐浴
在阳光下大家挺着腰板微笑着的合影。

在经济开始好转的同时，家里的喜
事也接踵而来。先是大哥在部队荣立三
等功，光荣地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接着
是大姐考取了师范学校，二哥也考取了
军校。我们其他兄弟姐妹的学习成绩也
不错，奖状贴满了一大面墙。乡亲们都
说我们兄弟姐妹有出息，这是爸爸妈妈
最引以为豪的事了。经济虽然好转，但
是爸爸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大哥转业
后，家里虽然多了一个劳动力，但是，
加上小侄女，我们家一共还有八个孩子
在上学，爸妈肩上的担子依然很沉重，
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是要想致富，单靠
那几亩薄地还是难如登天。

就在爸爸为脱贫致富一筹莫展的时
候，我们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7 年，
国家出台新政策，广大归侨侨眷可以投
亲靠友或自谋职业转为城镇居民户口，
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让有一定
经商头脑的爸爸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经
过一番筹备，1988年我们一家从农场搬

到了县城，在城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和一
家小百货商店。经过几年的打拼，家里
的条件逐步宽裕起来，哥哥姐姐也陆续
参加工作了，两个姐姐都成为了人民教
师，二哥也成为了一名军官。这时，爸
爸又把目光投向了老家蒙自。1992 年，
蒙自被列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爸爸看
到了美好的前景，我们又举家搬到了蒙
自。回到阔别40多年的家乡，爸爸更是
铆足了劲，一心带领我们奔小康！在爸
爸的带领下，我们全家团结一心，努力
拼搏，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

从记事起，就常听父亲教导我们兄
弟姐妹：“在我们最艰难困苦的时候，
是党和国家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
我们要永怀感恩之心。

时光飞逝，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成
家立业了。经过多年的苦读，我顺利地
考上了昆明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医生。
2007年，由于拥有归侨身份，我被选调进
入侨联工作，还担任了侨联主席。

遗憾的是，妈妈由于患病离开了我
们。此后，爸爸年老闲居在家，大哥接
手爸爸的生意，在蒙自开了家小商店。
三哥和四哥在乡镇上承包了几十亩地开
了一家种养殖公司，种植苹果、养猪养
鸡，还打算开一个农家乐餐饮店。二哥
从部队转业后成了一名优秀的警官，姐
姐已经从教师岗位光荣退休了，弟弟大

学毕业后也有了稳定的工作。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一家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家人团聚时，
父亲常说：“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全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

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像祖国大家庭的
缩影。祖国的每一次变化，都让我们的
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每一次新政策的出
台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来一次飞跃。

与改革开放风雨兼程四十年，我们
的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
康的跨越式转变，我们的社会实现了从
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强、文明
的历史巨变。我们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
深深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骄傲、自
豪！香港、澳门的回归；长江三峡工程
的建成；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舟宇宙
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胜利返回；自制航母
的成功出海；和谐列车的高速迈进；中
国工程享誉世界，处处彰显着祖国的强
大和繁荣。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听
到 《义勇军进行曲》 在空中回荡，我总
是热血沸腾，总是在心中呐喊：祖国，
我为你骄傲！祖国，我为你自豪！

（作者系越南归侨，现住于云南省
蒙自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