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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金猪闹新春”

近日，由丹麦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与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

“金猪闹新春”快闪表演亮相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图为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金猪”吉祥物在市中心

甜品店与甜点师互动。 张 力摄 （新华社发）

乌兰巴托上演“欢乐颂”

由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
共同主办的“欢乐春节”中国日活动开幕式——中国
冰秀“欢乐颂”日前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邢海明和蒙古国教育、文化、
科学和体育部副部长钢巴亚尔等中蒙两国官员以及在
蒙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数百人参加了
开幕式。

邢海明在开幕式上说，今年是中蒙建交 70 周年。
今年的中国农历己亥年春节和蒙古国白月节恰好是同
一天，两国人民将在同一时刻共度传统节日。在新的一
年里，中蒙关系将迎来大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更
加深厚。

当天的冰秀在蒙古国演员的马头琴合奏和中国演
员的二胡合奏中拉开帷幕。来自中国黑龙江省艺术团
的演职人员向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冰上杂技表演。

中国书法家横滨送“福”

近日，近百名中国书法家来到日本横滨中华街，
在红纸上挥毫泼墨书写春联和“福”字，提前将中国
春节的喜庆气氛传递给当地民众。

旅日中国书法家和中国书法报代表团成员参与了
这次活动。伴着悠扬典雅的古筝弹奏，书法家们为当地
华侨华人以及路过的行人游客送上“福”字300余幅。

全 日 本 华 人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席 晋 鸥 表 示 ， 中 国
“福”文化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每逢新春佳节，中国家
家户户都要贴“福”字和对联。“作为旅日华侨，我们
身在异国他乡，弘扬中国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今后我
们还将大力推广这一活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永田哲二
说，书法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日本大
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书法感兴趣。中国书法家写

“福”字作为新春礼物送给大家，这样的活动一定要持
续下去。

横滨中华街是具有140年历史的华人居住区。这里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郁，中国菜馆林立，是中外游客
观光胜地。今年是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第二次在此
举办“迎春送福”活动，主办方希望借中国福文化主题，
将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传播。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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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为抗日捐躯
的海外侨领是蚁光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
刻，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反抗侵略，全
力救亡”，立下了“因公牺牲，慷慨赴难，虽
死而在所不惜”的铿锵誓言。

蚁光炎1879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市。因
父母与哥哥相继去世，生活贫困的他出国谋
生，于17岁赴南洋创业。他以省吃俭用攒下
的 300 泰铢作为本钱经营运输业，此后从事
商业贸易，兴办船务，创设工厂，成为著名
的华商，在促进泰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事业有成后，他竭力为侨社服务，
1936年开始先后担任了中华总商会主席、报
德善堂董事长、中华赠医所主席以及大批华
侨社团的重要职务。他因贫穷失去上学读书
的机会，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在泰国资助
了大批华文学校，并为家乡捐资创办小学。

蚁光炎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

有责”。1937年“七七”事变后，蚁光炎宣传抗日
救国，率先发动属下拒绝为日商驳运货物，带
头拒卖暹米给日本，领导侨众开展抵制日货
运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通过组织义演、舞“救国醒狮”、号召素餐过
年等形式，他领导暹罗侨胞献纳捐款总计600
万元以上，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战筹
措了大量外汇资金。他与其他侨领集资创办

《中原报》，为抗日运动发出呼声。
滇缅公路开通后，蚁光炎多次向八路

军、新四军捐赠卡车、药品，给予汇款支
持。当时许多泰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仅奔
赴延安的就有 300 人，其中许多人都是经由
蚁光炎的介绍和资助得以成行。不仅如此，
蚁光炎还冒险回国，辗转奔波于广东、香
港、重庆等地，报告侨情、捐款慰劳抗日军
民、谋划救济家乡受难同胞和接洽沟通侨
汇。1939 年，他提出“加强抗战，开发云

南”的建议，被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采纳。
他带头捐款10万元，动员侨商投资，共同开
发云南边境的佛海地区，建设农垦生产基
地，这个生产基地成为了抗战物资供给的有
力保障。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泰国，由于执政的銮
披文当局实行亲日政策，日本侵略者、汪伪
政权曾对蚁光炎进行种种挑拨、利诱和威
胁，要求其停止抗日活动，均遭到他的严词
痛斥和断然拒绝。他表示：“我一生只做正义
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日派因此对他起了
杀心。

1939 年 11 月 21 日晚 10 时许，蚁光炎在
曼谷耀华力路被凶残的杀手开枪射杀，因伤
势过重，无法救治。在弥留之际，他仍用微
弱的声音嘱咐家属：“我虽死，你们不用痛
心，中国必定胜利！”这句话后来在泰华各界
广为流传。

1939年11月22日晨起，赴中央医院吊唁
的侨界群众达数千人。四川、云南、贵州、
广东各省分别召开盛大的追悼会。

蚁光炎大义凛然的光辉一生和舍身救国
的奉献精神受到广泛的尊敬和赞誉。1994年，

《蚁光炎先生墓表》碑石在碑林落地。1997年，
由汕头市委统战部、汕头市侨联发起在桑浦山
麓建立了“蚁光炎纪念亭”。在泰国的北榄府，
同样设有“蚁光炎纪念堂”。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蚁光炎：

首位为抗日捐躯的海外侨领
王钰涵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湖南
省政府主办的“侨聚三湘共谋
发展”座谈会日前在湖南长沙
举行。多名与会侨商向湖南有
关 部 门 表 达 了 强 烈 的 合 作 意
向，凸显出内陆省份日益增长
的吸引力。

当天，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逾 40 位知名侨商、侨领齐
聚一堂，畅谈侨胞如何参与祖

（籍） 国发展、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孙
大 文 提 出 ， 中 国 企 业 “ 走 出
去”切忌“扎堆”，应优化资源
配置，理性选择结合国家战略
和民生需求的产业。政府可设
立 境 外 经 贸 合 作 区 ， 提 供 考
察、咨询、培训、注册等“一
条龙”服务；同时，不仅要培
养了解国际市场的人才，也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
一批“湖南通”“中国通”。

当前，中国内陆省份纷纷试
图打破传统的地域禁锢。湖南水
运通江达海，铁路货通亚欧，航
线实现五大洲全覆盖，一跃成为

“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
2018年，该省进出口总额预计突

破3000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26%以上。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

荣茂认为，湖南发展得好，企业机会也多。他表
示，世茂集团已累计在湖南投资100亿元，今年计
划再投资40亿元。“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引
进旅游、文化、商业运营、医疗养生等资源。”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提出，湖
南人力资源富集，拥有126所高校。他希望运用自
身经验，在湖南投资建立一所高校，专门培养软
件人才。

印度尼西亚金峰集团董事长林文光邀请湖
南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走进印
尼。他说，企业“走出去”时应注意尊重当地
风俗文化，华侨华人长期深耕海外，在这方面
将起到帮助作用。

巴拿马国家中华民族委员会顾问邱志军表
示，巴拿马于 2017年同中国正式建交，带来了
巨大商机。巴方与湖南在杂交水稻技术上已建
立合作。委员会正在推动巴政府参加今年在湘
举办的国际农贸博览会和国际矿博会，一批巴
拿马企业亦有望在湘落地。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表示，今后
湖南将继续加强同海外侨社、侨胞的联系，把
相关意见建议化作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
推湖南对外开放的具体行动。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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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走进航天”慰问演
出在北京航天一院礼堂举行。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万立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

生观看演出。演出前，万立骏一行还看望慰问了航天
战线归侨侨眷代表，并在航天博物馆参观了中国航天
科技成就展览。

图①：慰问演出的开场舞蹈《同堂盛世》。
图②：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演员在演唱蒙古歌曲。

本报记者 李嘉宝摄

“亲情中华”走进航天

百年侨领

①① ②②

多年努力 收获欣喜

2019，中美建交40年。在美华侨华人

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一事件。
2018年岁末，美国福建侨联总会曼哈

顿华埠举办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座谈
会。富邦基金会创办人傅先清表示，中美
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中美人民友谊

的故事从未间断。
2019 开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庆祝晚

会在洛杉矶县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举行。美
华联主席郭松道出了全体在美华人的目标
与期待。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应该更加
积极地以民间的方式推动中美友好。

近日，全美华人协会举行晚宴庆祝中
美建交40周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
特亲自出席并致欢迎词。他曾说过：“我
首先要做的是报答中国人民，因为两国关
系正常化为我的国家带来了利益。”

赵小兰、丁肇中、靳羽西……这些华
人的名字如同一面面旗帜。他们都为中美
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命赵小兰为美
国首任华裔部长时称赞道：“赵小兰有悲
悯的胸怀，有助人走向幸福生活的抱负。
她的特质令人钦佩。我相信她会把这些特
质带到新的职位上。”她创造了历史，也
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华人形象。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高能物理研
究所的人才大多数直接或间接来自科技巨
擘丁肇中先生所组建的“丁家班”。顺应
中国改革开放、抓科学教育的大势，丁肇
中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大型科研合
作的先河。

而靳羽西曾凭借《中国的墙与桥》斩
获美国电视节的至高荣誉“艾美奖”。《纽
约时报》 介绍她创作的周播节目 《看东
方》时评价道，靳羽西以其美丽、智慧和
优雅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华侨华人是中美沟通和建立互信的
桥梁和纽带”，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陈奕平指出，“40 年来，在美华侨华
人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全方位促进
了中美交流步步深化，也促进了中美双方
的共赢。”

华人社团 砥砺前行

40年，中美从陌生到熟悉，华人的纽带
作用不可或缺。

谈及 20 年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猜
疑，哈佛大学博士、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深有体会。

尹晓煌曾教授的哈佛大学学生在感谢
信中写道：“不管别人如何谈论中国，当

我想起中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您的言行
和品格。”

在美华侨华人楷模频出，在美华人团
体同样表现不俗。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就是一例。初到美
国，不同的文化、语言、经济、教育都是挑
战。“华人只有团结才可能在美国社会有大
发展。”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介
绍，成立于 2012年的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代
表的是华人的团结，更是华人在美扩大影
响力，促进中美沟通的责任。他表示，

“哪一方面能够让中美两国关系向更好的
方向发展，我们就朝着哪一方面努力。”

近年来，滕绍骏及协会一直为促进中
美之间消除误解，增进友谊而努力——支
持华人参政、推动中美旅游免签进程、配合
中美安全合作等。

陈奕平表示，美国华侨华人已达 500
万，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超过 3000
家，“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化有赖于华侨华
人的参与；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更离不开华侨华人的努力”。

利用优势 民间交流

陈奕平指出，在中美建交发展的几十
年里，中美关系时有波动。从客观上来
讲，国家关系的变化势必会对在美华人造
成一定影响。其次，由于语言、文化等方
面的限制，华裔对于美国公共事务的参与
度有待提升。同时华人自己也应努力，塑
造良好形象。

提升自身形象，人人有责。尹晓煌谈
到：“很多美国人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
不甚了解。因此在美国，华侨华人就代表
了中国。”华侨华人要注重内在到外在的
形象建设，严格约束自己在公众场合的一
举一动，这代表着对社会的尊重。“只有
尊重社会，社会才会尊重你。”

展望未来，在美华侨华人的天地无限
广阔。陈奕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
景和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下，中美彼此依赖、互利共赢的大趋势总
体将依然存在。“在美华侨华人应抓住机
遇，利用独特优势，促进中美民心相通和
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助力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的发展。”

近日，美国中国总商会
隆重举行欢庆猪年慈善晚
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
席晚宴并致辞。崔天凯表
示，美国中国总商会为维护
和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关系、
拉紧人文纽带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

获颁“中美交流亲善大

使”的美国史带集团董事长
莫里斯·格林伯格表示，无论
从两国自身还是从全世界的
角度看，都需要健康的中美
关系。

40年来，中美关系一路
走来，华侨华人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他们是纽带，是桥
梁，是中美交流的重要支撑。

中美建交40年 华侨华人共庆祝
孙少锋 魏弘毅

中美建交40年 华侨华人共庆祝
孙少锋 魏弘毅

侨界关注

图为2018年8月11日晚，“文化中国·艺彩华梦”全美舞蹈汇演在美国洛杉矶
市中心的莱克曼剧院举行，来自全美6个城市的近百名华裔青少年和舞蹈爱好者
共同为洛杉矶民众献上了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舞蹈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