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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侨心 鼓舞侨力

2018年，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心不孤独，祖 （籍） 国
的助侨惠侨政策，频频出台。

8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喜气洋洋。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悬
挂着“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象
征着五大洲侨胞心向祖国的中国侨联会徽格外醒目，10面红
旗分列两侧。

正在举行的是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 1300名归侨侨眷代表和来自 110多个国家的近 700
名海外侨胞特邀嘉宾欢聚一堂。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在报告中说：“40年砥砺奋进，40
年众志成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
诗。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打开国门搞建设”到共建“一
带一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功不可没。”

侨的发展离不开国的支持。2018 年，惠侨助侨政策频
出，利好消息不断，各级政府和侨联部门着力推进改革、服
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深入扶贫帮困。侨乡的变化有
目共睹，涓滴成河，很多进步值得铭记。

1月，“侨爱心·光明行”项目先后在云南昆明市、曲靖市、
玉溪市等地，为4456人实施了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

3月，第七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举行，以文化为纽带
搭建海内外乡亲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海内外乡亲在经
贸、旅游、文化、联谊等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

6 月，侨乡泉州全面启动中小企业“1+N”服务计划，
为泉州市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找得到、用得起、有保
障”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转型。

9月，全球华侨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落户侨乡汕头。第四届
全球潮人创新经济促进会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的
举行，吸引来自新西兰、新加坡等地的800多人参加。

12月，浙江省首部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在华侨的
政治权益、身份证明、落户、子女就学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
于侨而言，2018的关键词是收获，侨的获得感更强了。

情牵游子 心系海外

2018年，海外华侨华人的心不寂寞，祖 （籍） 国的关怀
跨越山海，如期而至。

中国侨联的“走出去”系列活动火热推进，“亲情中
华”慰侨演出好戏连台；中餐繁荣计划推动烹饪培训持续出
海，烹饪交流如火如荼；“中医关怀团”走进美国、意大
利、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

“我和祖 （籍） 国的心越来越近。”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
事，马来西亚华人颜天禄说：“在传统习俗交流活动中，我
体验了中国的民俗精粹，比如剪瓷雕和赏秦淮灯。我对中华
文化远播全球的伟大成就深感自豪。

“中医关怀团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美国波特兰州立大
学教授李斧说：“中医关怀团走进波特兰时，来自上海的名
医替我和其他侨胞看病，祖 （籍） 国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
种种帮助，我心里很温暖。”

“前不久我吃到了淮扬菜。”澳大利亚悉尼上海商会会长
卞军说：“我们商会不少人在从事餐饮业，国内大厨到悉尼
来交流，有助于海外中餐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当海外华侨华人身处困境或面临危险时，祖 （籍） 国和
同胞也与他们并肩而立，从未缺席。

3月，巴新第二大城市莱城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件，来
自中国福建的侨胞郑某被劫匪开枪打伤，造成大量出血。巴
新华助中心公布消息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爱心接力拉开序
幕，侨胞献血的队伍排成长龙，郑某最终脱离危险。

4 月，南非西北省德拉里维尔镇突发大规模骚乱事件，
该镇有5家华人商铺，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以最快速度派
出武装保安前往保护华商。

9月，旅阿同胞严女士的超市因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大
火将超市烧毁。绝望之际，阿根廷华助中心将代表旅阿华人
关爱之情的67余万阿币交到了她手中。

······
无论安宁或混乱、和平或战争，华侨华人的安危始终牵

动着祖 （籍） 国母亲的心。背靠强盛中国，无论行至何方，
心中都底气十足；无论遇何威胁，脚步都方寸不乱。

于侨而言，2018的关键词是牵挂，侨的温暖感更多了。

伟大时代 一路同行

2018 年，华侨华人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反哺祖
（籍） 国。

“国外生意再大也要回家。”2018年，青田召开首届世界
华侨进口商品博览会暨青田进口葡萄酒交易会。虽然走遍了
天下，但家始终在青田。目前，近 10 万青田籍华侨回国
经商，投资、贸易资金总规模达到了 2000 多亿元。侨的力
量改变了这个小县。

“海南家乡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是新加坡海南会馆会
长潘家海的心里话。2018年，新加坡海南会馆义诊团再次来
到海南澄迈，为琼岛各地的 140 余名唇腭裂患者进行义诊。
此时距离他们首次开展这一活动，已经过去10年。

10 年里，义诊团先后 20 次组织知名唇腭裂治疗机构的
医疗专家赴琼开展“海南微笑”义诊活动，共诊治唇腭裂患
者逾1500人次，免费实施唇腭裂手术327例。

“海籍南征家狮岛，南居北望念珠崖。”悬挂于新加坡海
南会馆里的这幅楹联，表达了新加坡琼籍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的真挚情感。
扶贫的一线，侨胞也在不停奔走。8月，阿根廷铂烽一

心助学慈善基金会远赴甘肃定西，开展贫困学生助学金捐
赠、贫困学生冬衣捐赠、“致公学校”温暖工程资金捐赠、
青少年足球合作培养项目协议等公益活动，为精准扶贫贡献
力量。

祖 （籍） 国没有忘记华侨华人的贡献，正如万立骏在侨
代会上所说的：“他们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
的中华民族血液，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充满自豪；
他们富有梦想，视野开阔，善于寻找和把握机遇，勇于在海
内外奋斗打拼，经济科技实力增强；他们胸怀家国，为祖国
发展献计出力，为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发声奔走，为中外
交流合作牵线搭桥，在祖国遇到大事难事时倾情相助，体现
了隔山隔水隔不断的中华儿女情。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大有作为
的新时代。中国与华侨华人将继续紧紧相依，一路同行，一
往无前。

大幕已拉开，我们共同期待。

紧紧依偎 共享荣光

2018，华侨华人与中国携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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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2018是不平凡的一年，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并肩
同行的征途走进第40个年头。这一年，第十次全国归
侨侨眷代表大会圆满召开，盛况空前；这一年，中国
侨联慰侨行动频繁出海，和风送暖；这一年，国内大
小侨乡兴业聚侨，日新月异。

回望2018，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
奋斗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2019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华
侨华人与祖（籍）国将继续携手并进，攻坚克难，共同谱
写盛世华章！

侨 情 乡 讯

美百人会会长到访四川

近日，美国百人会会长、加州大学教授吴
华扬赴四川访问。中国侨联副主席、四川省侨
联主席刘以勤，成都市侨联主席石敏等与吴华
扬一行在国家开放大学华侨学院交流座谈。

刘以勤表示，希望以此次座谈为契机，
进一步加深美国百人会与四川省、四川省侨
联之间的友好关系，并邀请美国百人会未来
在川举办相应创新活动。

百人会是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领袖组
织，成员来自商界、政界、学界等领域。自 1990
年成立以来，百人会一直致力于推动美籍华人
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参与，促进美国及大
中华地区间建设性关系的发展。其中，贝聿铭、
杨致远均为百人会会员。 （据中国侨网）

侨爱播洒甘肃藏区

“侨爱工程——点亮藏区牧民新生活”甘
肃项目发放仪式近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玛曲县举行，共发放便携式太阳能“马背
电视”1200套，价值345.6万元人民币。

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万泽刚说，“侨爱
工程——点亮藏区牧民新生活”项目能在甘
肃落地，体现了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藏
区牧民的一片真情。侨爱是一种情怀，点亮
的是一种希望，开启的是一种新生活。该项
目将为甘肃与广大侨胞架起一座沟通交流的
桥梁，促进甘肃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交往
合作日趋紧密。 （据中国新闻网）

澳华文教师云南考察

“2018 海外红烛故乡行——云南之旅”近
日在昆明圆满结束。来自澳大利亚的 15名资
深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结束了为期 10天的云
南之旅。期间，15 名澳大利亚华文教师赴昆
明、大理、丽江多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云南。

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主席李复新已经
是第四次来到云南，他说，每一次回来都能
感受到祖籍国巨大的变化。“2018年恰逢中国
改革开放 40周年，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中国
这 40年来的发展，非常不可思议。”李复新说，
通过此次活动，老师们也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教学中，将一个真实的、快速发展的中国
传递给澳大利亚。 （据中国侨网）

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启动

近日，第二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暨第五届
“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启
动仪式。大赛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
业发展中心、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北京市教
育学会、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于晓在致辞中指出，诵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朗读者》《为你读
诗》 等节目的推出以及四届“曹灿杯”的举
办，令朗诵艺术的魅力重回大众视野。他相
信，赛事将有效提高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
国语言的兴趣，增强其文化自信，巩固和扩
大海外华文学校的教学成果。

（据中国新闻网）

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走进桂林

近日，2018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桂林营开营，来自印尼、新西
兰、澳大利亚的52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在桂林市少年宫教师的带领下，学习书法、中国
画、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图为营员们展示画好的京剧脸谱。

欧惠兰摄 （中新社/视觉中国）

2018年2月，“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走进新西兰奥克兰市。 李桥桥摄 （来源：新华社）

“能够为华文教育做一些事情，
让中华文化在柬埔寨发扬光大，我们
辛苦点不算什么。”郑棉发说，他愿意
用毕生的精力助力海外华人，让更多
人投身到华文教育事业中去。

热心投入
1943 年，祖籍广东揭阳的郑棉发

出生于柬埔寨的一个传统华人家庭。
1974 年，因战乱郑棉发举家迁移至越
南，1981 年重返柬埔寨，再建家园事
业。凭着智慧经验和精明的眼光，郑
棉发迅速重建事业，建立起了实力雄
厚的商业王国。

郑棉发是个中国情结很深的人。
作为出生在柬埔寨的第二代潮汕人，
年过七旬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潮汕
话。经历过柬埔寨局势的动荡和战
乱，如今回顾自己走过的艰辛历程，
年少曾被迫失学的郑棉发，更加意识
到华文教育的重要性。

据郑棉发介绍，柬埔寨华文教育
事业历经沧桑，可追溯到 100 年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共有华校230
多所。战乱后，许多华校被迫关闭，
停课20年，造成一代人不识中文。上
世纪90年代华文开始复兴，至今有58
所学校，学生近5万人。

郑棉发尤记得，1994 年，柬埔寨
潮州会馆属下端华学校正校仅能容纳
几百名学生就读，潮州会馆探讨开办
分校事宜。当时，社团力量薄弱。时
任副会长的他提议向银行贷款，其本

人借出10万美元，以此带动社团理事
和华人捐款。至 2001年，柬埔寨的华
文学校发展到了近百所。

变“输血”为“造血”
郑棉发指出，随着“一带一路”

发展，柬埔寨出现了许多中国企业承
办的工程。为了顺利沟通，不少柬埔
寨人学习华文，这使得华文教育在柬
埔寨渐渐普及。

长期以来，柬埔寨华文教育受到祖
籍国的关心、厚爱和大力支持。应柬华
理事总会的申请，中国国家汉办去年委
派 160 多位汉语教师志愿者参加到柬
埔寨全国华校的教学工作。

郑棉发欣喜地表示，中国每年派
来支教老师不仅保证了各地华校教学
工作的正常进行，还为提高当地教学
水平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但完全依靠援柬老师是不够的，
要培养和储备自己的华文师资力量，确
保华校的长期稳定发展。”郑棉发直言，
尽管华校复课 20 年来，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双语人才。但是，
全国华校都面临师资、生源、财力物力
短缺等问题，依然未能完全解决。

郑棉发认为，发展华文教育这项
工程任重道远，培养和储备柬埔寨华
文师资力量，这既是柬华教育的长久
发展之计，又是全柬华文教育任重道
远的一项伟大的工程，除了华侨华人
们的努力，还需要祖籍国政府、汉办
等相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家乡话维系认同感
如今，当地潮州会馆、潮汕商会等

组织从语言运用、习俗保留上进行了积
极引导，让潮汕文化在海外的潮人后代
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但是，随着老一辈
日渐老去，年轻一代柬埔寨潮汕人在语
言运用上正逐渐弱化，传统习俗的仪式
感也在消减。为了让后代保持对家乡的
认同，郑棉发坚持与子女们用潮汕话交
流，其子女们如今也会说潮汕话。

郑棉发更欣慰于孩子们对他投身
教育事业的支持。就在 2017年，他的
一个孙子还自发地为一所华校更换了
所有的LED灯。

除了在华文教育上的投入，郑棉发
在柬埔寨全国数十个庙宇的建设和维
修工程中，都有数额不菲的捐赠，使许
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在柬埔寨
得以弘扬。他时常教导年轻一代，发展
华文教育是让华人后代掌握祖籍国语
言，为加强所在国与祖籍国人民之间的
友好关系搭建桥梁；建造庙宇，是为了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近百万柬埔寨华
人寻找精神寄托。一个民族一旦没有了
属于自己的信仰，几代人之后，连自己
的根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对于慈善事业，郑棉发看得很重，
也看得很轻。他坦言，有些人有钱却不
愿意付出，有些人愿意付出却没有这个
能力，“既然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我
有能力付出也愿意付出，这没有什么企
图的成分。” （来源：南方日报）

郑棉发：

用毕生精力投身华教
余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