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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崭新号角。广大
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与祖 （籍） 国发展
一脉相连。五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带来
的成果，着实令侨界“收获满满”。

手边添便利
资深交通研究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博

士张燕如惊叹于国内出行方式的改变。她形
容，无论高铁还是网约车，中国现代交通的
成长如雨后春笋，蓬勃且富有活力。张燕如
表示，“综合中国城市的发达程度、人口聚居
的稠密状况及道路规划的规模，短短几年能
呈现如此局面，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俄罗斯籍华人刘维宁体验了新版中国
“绿卡”的便捷。多年前，美籍教授柯道友办
理该业务时，曾往返中美多次，提供百余页
资料，加盖近百枚印章，前后耗时三年。

而 2017 年，当刘维宁领取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时，办理过程只需一小
时，50 个工作日便拿到证件。刘维宁还
介绍，新版中国“绿卡”内嵌有芯片，
可以通过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识别，

“拿着它，感觉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了”。

心中添自信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成果逐步彰显，

中国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祖 （籍） 国
在世界舞台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让海
外华侨华人倍觉自信。

美国知名侨领方李邦琴表示，中国的
发展做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改善将
来”，坚持不称霸、不扩张，共商共建共享
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在外漂泊几十年的
华人，看到祖（籍）国这么强大、这么有担
当，觉得非常感动。”方李邦琴说。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刘洪友
表示，中国的发展，使华侨华人在当地
获得更多尊严与关注。“中国越来越好，
让我们工作更有劲头，生活更有奔头；
对中国的每一项成就，越是身在海外，
越感到与有荣焉。”

肩上添责任
2015年，匈牙利正式颁布中医药立法

实施细则并生效实施，成为欧洲首个为中
医药立法的国家。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
陈震说，这样的成绩，是海外中医药从业
者实实在在打拼出来的。一如中国深化改
革的每一次前行，都“一步一个脚印”。

侨商施乾平则告诉记者，“改革关乎
国运，创新决胜未来”。他回忆，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制造一度是“廉价”“低
质”“山寨”的代名词。近年来，曾经的

标签频频被“品质”“技术”“品牌”等
新形象取代，这个转变非常明显。

施乾平表示，随着国家的重视与政策
的调整，国内创新创业环境日臻优渥，很
多方面已与欧美相近，甚至超越欧美。他
希望海外有识之士常回来看看，“中国施
展才能的平台，可能超乎想象”。

脚下添力量
过去五年中，G20峰会、“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会议等多项重
要会议在华举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投
资环境不断开放，为侨企扎根中国、走向
世界提供了良好契机。

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说，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将给华商带来更多发
展机会。他建议华商不断创新，以适应新
时代新机遇。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也表示，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
放型经济。他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推进，侨商企业将续写敢为人先、甘于奉献
的实干故事，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再立新功。

（来源：中国新闻网）

侨界共享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成果

收获满满 与有荣焉
周欣媛

“中国朋友不仅带来发展，还
让我们领略和学习到不同的文化，
我爱你们。”25岁的卢萨卡市民诺伯
特·哈马卡鲁在欣赏完中国春节庙会
文艺演出后难掩兴奋，一边说一边
请记者教他用中文拜年。

当地时间 20 日，由中国驻赞比
亚大使馆主办的 2019 年春节庙会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莱维广场隆重
举行。庙会上，在赞华侨华人和当
地民众共同上演一场精彩的文艺

“大戏”，十余家餐厅将拿手的中赞
美食带到现场供人们品尝，数十家
中赞企业摆起展位寻找商机。气氛
热烈的春节庙会让赞比亚民众近距
离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
让在赞比亚的中华游子感受到浓浓
年味。

赞比亚政商学各界代表和友好
人士、各国使节、华侨华人及当地
民众数千人参加了当天的庙会活
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杰在致辞
中说，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是促进中赞两国文化
交流的重要活动。

在文艺演出中，各侨社和中资企
业代表表演了精彩纷呈的歌舞节
目。腰鼓舞、秧歌舞、灯笼舞韵味十
足，歌曲独唱、合唱声情并茂，古筝

演奏宛转悠扬，武术太极刚柔并济。赞比亚民众也纷纷
秀出自己的中国才艺，来自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的小
朋友们用中文演唱歌曲和拜年，赞比亚中国武术协会
的成员们亮出自己纯熟的武艺，中赞两国表演者合作
演唱豫剧《朝阳沟》……连台好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
烈掌声。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可以讲一口流利中文的赞
比亚小伙子卡萨巴又一次客串了庙会主持人，卢萨卡
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总经理、赞比亚中国留学生
协会主席弗赖迪·姆伦加用中文说“新年快乐，猪年
大吉”，联合国驻赞比亚协调员珍妮特·罗根也用中文
向中国朋友拜年。

中午时分，人们来到美食摊位前，水饺、烤串、
春卷、麻辣烫等各色美食令中赞食客流连忘返。在企
业展览区，几十家中赞企业展示各自商品和服务，珠
宝、通信设备、建材、机械，让人们在体验中国春节
文化的同时，也能一览中赞经贸合作成果。庙会期间
还举办了中赞文化交流论坛，两国嘉宾阐述各自文化
特点，增进沟通和理解。

据悉，此次庙会是自2013年以来在赞比亚连续举
办的第七届春节庙会，由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承办。
本届庙会将更多赞比亚元素融入中国传统节日中，吸
引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参与。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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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古乐奏响维也纳敦煌古乐奏响维也纳

2019年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2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市政厅隆重开幕。音乐会以千年敦煌古乐为主题，将敦煌壁
画上的古老乐器、精美服饰以及中国民族音乐带到音乐之都
维也纳。

图为歌唱家方琼 （前） 在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上演唱。
新华社记者 刘 向摄

中国侨联主席走访侨资企业

近日，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看望侨界
科技专家，走访侨资企业，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
广大归侨侨眷致以新春祝福。

万立骏说，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
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广大侨资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
型企业，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自动化融
合发展的契机，培育新动能，打造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美国福建会馆设福州联络处

近日，美国福建会馆驻榕联络处揭牌仪式暨纪念
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座谈会在福州市长乐区举办。福建
省委统战部、福建省侨联，以及来自美国、阿根廷、
加拿大、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近十个国家侨
领和香港同胞等约80人出席活动。

美国福建会馆主席陈兴合介绍，联络处的正式揭
牌，紧紧抓住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契
机，表达了广大旅美侨胞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努
力成为中美友好往来的“民间使者”，为促进家乡福建
与美国各地之间友好往来贡献应有力量的愿望。

厦门侨界志愿者“扩军”

“厦门市侨联·华侨大学厦门校友会志愿服务授旗
仪式”日前在厦门团结大厦举行。这意味着厦门市

“联心侨”侨界志愿者联盟再添一支“生力军”，也成
为厦门市侨联落实中国侨联“地方侨联＋高校侨联＋
校友会”工作机制的又一次创新尝试。厦门侨联主席
潘少銮表示，今天，厦门侨界又增添了一支为侨服务
队伍——华侨大学厦门校友会“联心侨”志愿服务
队。“此番‘侨联+校友会’，携手同行，为侨服务，更
有广度更有温度。”

华大厦门校友会与“侨”有着特殊的渊源，校
友会中 70 岁以上老校友中有 100 多位是归侨。此
外，他们与分布在海内外 60 多个华侨大学校友会有
着密切联系。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华侨华人春节晚会录制

近日，由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湖南省政府主
办的“四海同春”2019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晚会
在长沙录制。

晚会以“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紧紧围绕
“年味”“侨味”“中国味”进行设计，将年俗文化和非
遗绝技融入节目中，让海外同胞虽与祖 （籍） 国相隔
万里，依然能感受到家乡的喜庆年味。晚会既有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改
革开放40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 （据湖南日报）

金猪将至年味浓

虽然春节还没有到，但是旧金山的
华人社团活动特别多，美国华商总会顾
问蔡文耀已经参加了两场“春宴”。

从元旦开始，海外华侨华人就已经
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准备，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迎接农历猪年的到来。

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华侨华人迎新
春联欢会座无虚席，古曲、童谣、春联，浓
浓的中国风让远离家乡的华侨华人倍感
亲切。

在马耳他桑塔露琪亚，中国静园挂
上了红灯笼、中国结，贴上了“福”字，

“2019 年欢乐春节庙会”在这里举行，国
家一级演员沈苏革表演的提线木偶《小
沙弥下山》让一群孩子笑得前仰后合。

在巴西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演
了“唱响中国”迎新春快闪，舞龙舞
狮、《我爱你中国》、《大地飞歌》、旗袍
秀、太极拳、合唱 《大中国》 ……本就
热闹的大街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为迎接中国猪年的到来，海外华侨
华人早早地就开始置办起年货。

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在加拿大
多伦多工作的程序员魏娅就前往当地的
华人超市，为猪年准备“福”字、对联、红
灯笼。圣保罗移民委员会委员、圣保罗州
城市住房发展公司董事汤巍也利用回中
国的机会，捎上了一些中国货。毛里求斯
政府公立中学教师丘金莲趁着公假日，
到路易港唐人街开始了春节采购。

新春走近共庆祝

“春节是澳大利亚华人一个特别重
要的节日，大家能够与亲朋好友欢聚一
堂。”悉尼上海商会会长、澳中商业峰
会执行主席卞军说。

“在旧金山，春节是华侨华人最
大、最重视的节日。大家回顾过去一年
的发展，交流意见和经验。”蔡文耀说。

即将到来的猪年春节是汤巍在海外
度过的第 28 个春节。“初到巴西时，春
节基本只是少数华人自娱自乐，当地

民众不知道什么是春节，没有什么节日
气氛，更没有地方去采购中国商品、年
货 ， 只 能 在 远 方 遐 想 北 京 的 节 日 气
氛。”汤巍对近 30 年间的变化感触颇
深，“中国的腾飞让其他国家的民众对
中国文化不再陌生，而中国与世界的接
轨令我们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够买到
中意的中国商品。”

在魏娅看来，春节能够让华侨华
人在海外充分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承载着华侨华人一份深深的思乡情，

“一定要热热闹闹、喜喜庆庆、红红火
火地过”。

“舞狮、灯会、文艺演出……从年
初一到十五，各个社区、各个地方政
府 都 将 举 行 丰 富 多 彩 的 春 节 庆 祝 活
动。”卞军说，“由于中国的强大，作
为澳大利亚华人，我感受到这些年西
方社会对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越来
越重视。在海外，春节现在有着浓浓
的中国味道。”

“在巴西，侨社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为
一个强大、团结、互助、与当地社会共荣的
现代社区。”汤巍说，“春节期间，华人社区
都会组织大型的庆祝活动，通过歌舞、美
食、慈善等多种形式欢庆新年。

“旧金山中华总商会每年都会在春
节主办一场大型的花车游行。这不单
单是华侨华人的庆祝活动，也是得到
旧金山主流社会重视的活动。这项活
动预计将会有近百万游客参加。”蔡文
耀介绍说，“我会准备一些红包，买一
些年画、年糕。我想告诉下一代，我
们从哪里来，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是怎
么度过的。”

“我们学校春节放一天假，希望让孩
子们记住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传统节
日。”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
说，“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华文教育，积

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传承
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侨华人子女带着
一颗中国心融入当地社会。”

阖家团聚话未来

“对中国人特别是对海外华侨华人
来说，春节是一个全家团聚的节日。”
卞军说，“祝愿新的一年大家各方面能
够取得新的发展，创造新的精彩。”

随着科技的进步，远隔天涯也仿若
比邻。二三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电子邮
件、微信，过年的时候想要给家人问好，
汤巍“都要狠狠心打个天价长途电话”。
而现在，母亲和兄弟都在香港的蔡文耀，
在春节时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聊天等方
式“隔空问候家人”，“每年春节都希望一
家人可以在一起”。

一提到家，魏娅就想到了“温暖、
团聚、互助”这几个词。

“家是很温暖、很舒适的。”对丘金
莲来说，在家里与儿子间的交流与分享
令她感到快乐。

“家的概念在每个人心中都占有着
极其重要的位置。”张述洲说，“身为海
外游子，从狭义上讲，‘家’自然是

‘落地生根’；从广义上说，祖 （籍） 国
就是我们心中的‘家’。”

丘金莲说：“春节是过去一年的结
束，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新春将
至，对自己的“小家”和祖 （籍） 国这
个“大家”，华侨华人期待满怀。

汤巍道出了全球华侨华人的共同期
待和美好祝愿：“我的小家庭幸福美
满，我的‘大家庭’繁荣昌盛，住在国
与祖 （籍） 国友好往来。祝愿全球所有
中华儿女新年大吉，共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

瑞犬辞旧岁 金猪踏春来

四海华人同盼中国年
杨 宁 周伯洲

瑞犬辞旧岁 金猪踏春来

四海华人同盼中国年
杨 宁 周伯洲

侨 界 关 注

大红灯笼、糖葫芦、鞭炮、风筝、绘有中国
山水画的扇子，舞台上一派中国春节庙会的热闹
景象……被誉为中国版《胡桃夹子》的中国芭蕾舞
剧《过年》，18日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刚开启
大幕，一股浓浓的中国年味就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