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月14日 星期一

参政意识日渐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竞
选，越来越多的华裔民众参加投票，华人
对政治活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也不断传
出参选成功的喜讯。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颜
天禄指出：“要维护华人在住在国的权益，
最重要的就是华人本身参政议事，并融入
这个社会，这样华人的声音才能反映到政
府里头，我们有了话语权，才能在当地更
好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8 年马来西亚大选，新一届内阁、
国会议员中有十多位华裔。其中林冠英任
财政部长，陆兆福任交通部长，教育部等
多个部门也都有华裔当选为副部长。

“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的华人议员、
华人部长，很多华商的问题就能够比较好
地得到解决。华人社会也希望当选的华人
议员能争取更多的权益，比如在经济贸易
方面能得到更为公平的对待。”颜天禄说。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美国中期选举
年。孟昭文、赵美心、刘云平都以大比分
轻松连任美国国会众议员。州一级也有不
少华裔议员成功连任。刘醇逸当选进入纽
约州参议院亚裔第一人，张理高票当选密
歇根州参议院第一选区州参议员，都开创
了该州华裔的参政历史。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李斧教授自 1990
年起就积极为华裔或亚裔候选人筹款、募
捐、助选。他指出：“华人华裔积极参政议

政，对美国社会正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世界和平也会有积极
影响。”

积极团结聚合力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张应龙教授
指出，尽管华人参政意识日益高涨，但
是，“华人内部团结不够，容易产生不同的
意见，分散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华人参政
的有效性”。

“马来西亚华人政党众多，这造成华人
的政治力量没办法凝聚，犹如一盘散沙。”
颜天禄说，“一般在海外，华人属于少数族
裔，只有团结一致，华人的政治权益才能
得到保障。”

李斧认为：“与其他族裔相比，华人选
票往往投向对立双方，以致选票可能互相
抵消。”

在马来西亚，华人有着 60多年的参政
历史，华人参政比较积极；但在欧美地
区，相比于其他族裔，华裔的投票率水平
仍然较低。

美国 《世界日报》 称，在去年中期选
举时，旧金山全市平均投票率为 60%，白
人集中地区的投票率达到73.5%；而华裔聚
居区仅为43.7%。

李斧说：“华人总体上参政还不够积
极，参加投票、助选、捐款的比率都不够
高，没有形成‘票仓’效应。要更好地参
政，还是需要广大华人的积极参与。”

张应龙认为华人社团组织应该在动员

华人参政议事、支持华人候选人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华人社团是华裔议员或政治人
物在筹款、动员组织投票等方面的重要经
济支撑，这是华人的一个优势。如何把社
团力量组织起来，做到更加统一，避免自
己内部的分散，是提高华人参政议事水平
应该思考的。”

李斧表示，“参与政治是多方面的，除
了竞选、助选、捐款、投票外，华人还要
积极参加社区和校区的活动。”在美国，各
级政府各项施政措施，在颁布和实施前都
有各种听证活动，华人华裔都应该积极参
与、表明态度、施加影响，“这是一个参与
社会、参与政治特别好的契机”。

张应龙举例说，如果政府通过法律或
措施时征求选民的意见，华人认为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而当其通过以后才发现对己
不利，就会为时已晚，难以改变。

“因此，华人要敢于表达意见，维护自
己的利益，发表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
诉求。”张应龙强调。

风物长宜放眼量

张应龙说：“有些地方有些华人参政意
识还不够浓烈，对自己候选人的支持力度
不够集中，需要投票的时候不参加，对自
己族群的候选人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这些
都还需要时间。”

张应龙认为，华人不能仅仅忙于工作或
做生意，而要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等，来
锻炼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培养履行公民权

力的责任感。“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有了做社
会服务的经历，选民才会知道你。选民不认
识你，那就很难赢得选举。”

“2019年虽然不是美国的选举年，但是
明年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即将开始做各种试
探和准备了，小规模的政治活动会特别
多，华人华裔应该关注，并积极参与。”李
斧建议。

张应龙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升，其他族裔选民不再‘看不起’这个族
群，开始愿意公平地听取华裔候选人的政
治主张。华人应该打破族群的观念界限，
以更开放融入的心态，联合本身选区其他
族裔的力量，加强合作，提高自身的参政
水平，在参政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刚刚就职的方友明是美国硅谷桑尼维
尔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议员，他了解市民真
正的心声：“很多人的儿女，不管是什么背
景、学位，都无法支付在桑尼维尔、硅谷的生
活费或房价，我希望为他们发声。”

在马来西亚，随着新一代华社年轻人
思想的改变，一些华基政党也开始摒弃以
华人为主的观念，开始推举其他种族的人
士进入领导层。

华侨华人的参政热情和政治表现，不仅
能提升在住在国生活发展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而且有助于搭建同祖（籍）国的
友谊桥梁，助推两国关系良性发展。

“我们祈愿中马两国携手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再出发，继而加大双边务实合作，
全面推进以相互尊重、携手协作为导向的
马中友谊，并致力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颜天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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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侨报》报道，当地时
间1月8日，新一届旧金山市议会
宣誓就职。其中包括2018年11月
选举中当选代表日落区的华裔市议
员马兆明。他是2008至 2016年在
任的前旧金山华裔市议员马兆光的
孪生弟弟。马氏兄弟先后当选旧金
山市议员，写下旧金山华人参政历
史的佳话。

图为旧金山上海协会为美国中期选举发动选民登记活动，得到社区领袖及侨领的支持。
美国《世界日报》 李秀兰摄

吕嘉：

推广中华音乐“责无旁贷”
周欣嫒

图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吕嘉在国家大剧院指挥 2019 北京新
年音乐会。 （来源：中国青年网）

1月10日，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人们观看一家商场
新推出的春节主题装饰。

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
来，吉隆坡一家商场推出名
为“皇室庆典”的春节主题
装饰，带来浓浓的年味。装
饰的展出一直将持续到2月
19日。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侨乡潮州获工艺传承之都称号

1 月 7 日，“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之都”授牌仪
式在广东著名侨乡潮州市举行，记者获悉，该称
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旨在表彰潮州市
对潮州民间工艺传承的扶持与引导。

潮州市是著名侨乡，也是中国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中国工艺美术之都”，潮州文化的重要发
源地。潮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海滨邹
鲁”之美誉，其民间工艺文化资源丰富，工艺品
种齐全、覆盖面广、体系完整，拥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15项，包括潮剧、潮绣、潮州木
雕、潮州音乐等。

据介绍，去年以来，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对该市民间工艺传承状况进行全面普查，于今
年 11月编纂出版了 《潮州民间工艺传承谱系》 图
文集。该书收录了当代潮州传承下来的 42个民间
工艺门类 350多位艺术家的艺术简介、工艺特色、
作品图像、传承谱系，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潮州
民间传统工艺的产生、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
轨迹。

（据中新网）

浙江省侨联慰问侨界企业

近日，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一
行赴杭州市萧山区侨企哈兔中文网络学院、浙江
华瑞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调研慰问。

在位于钱江世纪城的哈兔中文网络学院，连小
敏与学院创始人朱敏院长进行了充分交流。他指
出，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
文化传播语言先行，希望哈兔中文网络学院能够进
一步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优势，立足服务侨胞，坚
持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在海外华文教育、传播中
华文化上发挥积极作用，争做引领型企业。

（据浙江侨联）

三亚侨务工作调研组深圳取经

1月9日，海南三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明崇
率领由三亚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商务会展局、工
商联、侨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侨务工作调
研组来深调研侨务工作，期待借鉴市侨办、市侨
联支持海内外民间社团举办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以下简称“侨交会”）、侨商峰会的经验，未来
在三亚举办类似活动。

调研组称，深圳侨务工作善于创新，侨交会
按照“政府支持、商协会主办、市场运作、社会
参与”的运营模式，赋予了展会强大的生命力。
希望两地侨务部门加强沟通互动，以侨为桥推动
深圳与三亚两市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合作。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赴三明慰侨

近日，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庄淑好
及爱心人士等一行7人，赴福建三明开展“慰问献
爱心”活动。

庄淑好一行先后深入清流县林畲镇、温郊
乡，宁化县石壁镇、济村乡，建宁县溪口镇，走
访慰问 60户贫困侨、贫困户，送上粮油等慰问品
及慰问金，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嘘寒问暖，鼓励
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期间，还参观了林畲
毛泽东旧居，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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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组成世界最顶级的乐团，
诠释世界最顶级的音乐，让世人
真正看到属于中国的文化软实
力，是我此生都要为之努力的
事”，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全
球华人乐团团长和总监吕嘉如是
说。

吕嘉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小
被同为指挥家的父亲寄予厚望。
多年来，在天赋与努力的双重作
用下，写就了其广为业内称道的
成长经历——

24岁赴德国柏林艺术学院深
造；26岁出任意大利特里埃斯特

市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31岁成
为首位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中
国指挥家；41岁接任意大利维罗
纳歌剧院音乐总监；47岁就职中
国国家大剧院，不久后升任艺术
总监至今。

截至目前，吕嘉已在各国指
挥歌剧及交响乐演出 2000 余场，
执棒篇目涵盖数十部歌剧及数百
部交响乐。有评价称，吕嘉的出
现，挑战了一个东方音乐指挥家
在当代乐坛能达到的能力边界。

吕嘉感恩能以指挥作为职
业。他告诉记者，指挥不仅在于

调度乐器，把握节拍，更重要的
是结合纯熟的技法，融入丰富的
想象力，倾注充沛的理解与感
情，担当起作品的精神引领者。
通过协调所有元素发生“化学反
应”，令音乐迸发最大能量。

蜚声业内后，吕嘉并未止步
于个人对音乐追求的精益求精，
而开始走上中华音乐的国际推广
之路。他说，这一使命对所有华
人 音 乐 家 而 言 ， 是 “ 当 仁 不
让”，更是“责无旁贷”。得益于
多方努力，全球华人乐团于2015
年在北京授牌成立，吕嘉出任团
长和总监。

吕嘉称，将众多优秀音乐家
集结在一起的初衷，就是要凝聚
各方力量，展示华人整体水平，
以一支具备国际顶尖质素的乐
团，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音乐的国际推广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交响乐是最
好的媒介之一。”吕嘉说，古典
音乐源自西方，是西方社会谙熟
的艺术形式，是他们“听得懂”
的语言。以此为出口，能真正引
发西方听众的共鸣，吸引其从内
心深处产生了解东方音乐的意
愿。

2018 年 9 月，吕嘉携中国国
家大剧院团队，与极负盛名的马
林斯基歌剧院达成合作，在俄罗

斯上演经典歌剧《这里的黎明静
悄悄》。神秘的森林、阴森的沼
泽、冰冷的钢盔、炙烈的战火
……演出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
各场次一票难求。

吕嘉将此视为今后与全球其
它顶级殿堂的合作范本。“我们
收获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职业角
度的赞誉，也收获了俄罗斯普通
民众的喜爱。他们没想到，中国
自创戏剧能将他们的民族经典写
得这么好，演绎得如此传神感
人”，吕嘉说。

跨区域、跨文化、跨年代，
扩大中华音乐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力，吕嘉步履不停。他透露，目
前已有计划依托全球华人乐团，
发展培育新一代乐团。新乐团除
华人外，将广泛吸纳各国青年艺
术家，“无论是为了交流艺术还
是弘扬文化，都要计之长远”。

因推动中外文化交融互鉴，
吕嘉获评“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
度人物”。他说：“荣誉并不属于
个人，而属于所有为之默默奉献
的华人音乐家。”

“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要慢慢积累。”吕嘉相信，通过
各界不懈努力，中华音乐终将得
到越来越多认可，于世界舞台大
放异彩。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