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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春节晚会在京录制
本报北京电（记者严瑜） 1月29日，《走在春风

里——2019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 大型公益晚会在
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媒中心录制。中国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万立骏出席并致辞。来自全球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和在京归侨侨眷代表 300 多人
出席。

万立骏在晚会现场向全球华侨华人拜年，向海
内外华侨华人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祝福。他指出，今
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首过
往，我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实现了一个又一个
目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面向未来，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改革开放再出发，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斗。

晚会以凝聚全球华侨华人力量、展现全球华侨华
人风采、致敬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用音
律、舞姿、影像、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表达了广
大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舟共济，同圆共享中国梦、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豪情。

晚会由中国侨联、凤凰卫视、福建东南卫视共
同主办，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侨联信息传播
部、凤凰卫视中文台联合承办，陈江和基金会、银
帝集团提供特别支持，将于农历正月初一 （2 月 5
日） 和正月初二 （2月6日） 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香
港台、欧洲台、美洲台，福建东南卫视等电视台、
网络新媒体以及海外华文媒体与全球观众见面。

厦门同安侨联送“福”到侨家
近日，由厦门市同安区侨联主办，五显镇侨

联、香溪社区协办的“送‘福’到侨家”活动，在
厦门禹洲香溪里商业广场举行。

厦门市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副主席李卫红、
主任科员陈海明、五显镇侨联主席李添水、香溪社区
书记张荣玲等现场慰问了五显片区侨界困难户，为他
们带去新春祝福并发放了慰问金及慰问品。

厦门市同安区侨联邀请资深书法老师为前来参
加活动的居民挥毫泼墨，义务书写赠送春联，送上

“福”字“春”字；现场同时也发放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知识问答、垃圾分类等
宣传材料，展示禁毒等内容图片展。

（来源：中国侨网）

企业家协会代表团佛山寻根
近日，祖籍九江的巴西广州企业家协会会长宋

远雄一行拜访了广东省佛山市外事侨务局，佛山市
外事侨务局局长张兵、副调研员黎小明接待代表团
一行，商谈如何“以侨为桥”，推动佛山制造开拓海
外市场。

张兵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概
况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入推进，佛山制造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
快，希望海外侨胞发挥资源优势，协助“佛山制
造”打入巴西市场。同时，希望“以侨为桥”，借助
宋会长在当地的人脉资源，加强佛山与巴西的交
流，促进双方缔结友好城市。

（来源：佛山市外事侨务局）

小家情 大国梦

“一个国是千万家，一个家是小的国。”聊起学习武
术、推广武术的初心，新西兰中华武术总会会长、洪氏太
极拳传人洪卫国说，他的梦想是真实而朴素的。

对于那些在海外打拼的华侨华人，中华文化寄托着他
们抹不去的乡愁。武术，更成为了锻炼他们顽强意志，帮
助他们渡过人生艰难险阻的引航灯。

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与受益者，洪卫国始终存着一颗
爱国“初心”。2012年，他辞去在新西兰的所有商业事务，专
心从事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业——在全世界免费传播洪
式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以拳会友，弘扬中国国粹。

谈到为什么远离令人艳羡的商界事业，而投身太极拳
的海外传播时，他说：“学习武术、传播武术是我儿时的
梦想。从恩师洪均生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太极拳的拳

理、拳法，更是融会贯通的为人处世哲学。我想要传播师
父‘智圆行方’的精神，将洪氏太极拳发扬光大。”

洪卫国常年走访各国，向世界各国华侨华人子女与对
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友人传授洪氏太极拳。他说：“我
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希望可以用教学武术的
方式传播国粹，用武术将华侨华人的根连在一起。”

讲故事 凝侨心

同样热心于向华侨华人、外国友人“讲故事”的，还
有华侨大学的武术老师文明华。在华侨大学从教多年，他
对中国武术有着独到的认识，对华侨华人学习与传播武
术，更是有着颇深的见解。他说，中华武术不仅要“引进
来”，更要“走出去”。

“习武并非为了与他人斗争，而是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畏
惧”，文明华谈到，在给参加“寻根之旅”的华裔青少年上课
时，常常会向他们介绍华人榜样，为他们树立自信，用“讲故
事”的方式培养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武术的兴趣，用李小龙坚
忍刚毅的故事培养他们的爱国情，让他们在练习咏春拳、少
林拳的过程中，探寻血脉中的中国魂。

近年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一直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
海外传播。“中国寻根之旅”夏 （冬） 令营、“中华文化大
乐园”等品牌活动开展多年，为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
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促进海内外华裔青少年
的交流建立了良好平台。这些活动让众多华裔青少年站在
中国的土地上，拥抱炎黄子孙的文化，找寻传统之根，触
摸当代中国的脉动。

文老师介绍说，每年都有 2000 余名华裔青少年来到
华侨大学学习。同时，大批中国武术教练员也会组织出访
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交流，中国
武术在海外舞台大放异彩。

传文化 扬正气

在中国上大学的巴西华裔女孩曾诗淇说：“当我在大
学的体育课中接触到太极拳时，就立刻被太极拳‘开合有
序、刚柔相济’的特点深深吸引。等回到巴西，我一定会
向更多亲朋好友介绍中国武术。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
趣的巴西人来说，学习中国武术也是一种了解中国文化遗
产的渠道”。

曾诗淇的话，道出了众多华裔青少年对武术精神的深
深热爱，更是说出了武术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而
她的太极拳老师，外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
庆杰教授对此也深有体会。

作为北京高校武术协会副主席，周教授多年来一直在
探索武术传播的新渠道，出版了一套8本介绍中国武术的
全英文书籍，并策划组织了“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
华使馆武术一家亲”“来华留学生武林大会”等多项活
动，努力通过外交渠道传播中国武术。他说：“如果驻华
外交官能爱上武术，那他们也会成为传播中国武术文化的
友好使者”。

“武术不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人生追求”，周教授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开始欣赏中国武术，是因为
华侨华人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对中外文化的不同有了更
深的理解，因此也更加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大，中国人的文化
自信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厚
兴趣，而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更是吸引了
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中国，在欣赏武术时聆听中国故事，
从习武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精神。路虽远，行则将至。要做
好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还需不断修炼，中国武术还有

“很多故事可以细讲，很多内容可以深挖”。

胡建兵，欧洲福建侨团联合总会第二届轮值主席、
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荣誉会长、南平市海外交流
协会常务副会长、南平侨联名誉主席、意大利发达染洗
公司董事长。

1970 年出生在福建省邵武市张厝乡的胡建兵，有着
勤劳、敦厚、善良的品质。1987年，17岁的他正值花样
年华，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美好憧憬，毅然背起行囊，
告别亲友，前往意大利追梦。

勇往直前去追梦
同大多数华侨华人一样，胡建兵的追梦之旅并不是

一开始就顺风顺水。抵达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 20多
天，他才找到了一份在酒吧当服务员的工作，每天辛苦
工作十几小时，也只能拿到 1 个月二三百美元的微薄收
入。经过打拼，胡建兵靠着自己的勤劳与节俭，积累了
一笔辛苦钱，在意大利办起了自己的服装加工厂。

10 年光景匆匆而过，胡建兵在意大利的生活也由起
初的新鲜美好趋向平淡。而立之年的他发现，身边的华
人并不多，华人创办的规模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工作之
余，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聚在一起商量：“华人到底
做什么可以将事业做大做强？”

经过一年的市场摸索、走访调研，2006 年他的生意
迎来转机，选址纳新、置备机器，成立了意大利发达印
染有限公司。印染布匹、成衣等，该领域开创了意大利
普拉托纺织业的先河，填补了一片空白领域。3年下来，
他们置办了自己的厂房，并逐步完善器械设备，生意越
做越大、越来越稳当。

心念家乡报桑梓
企业壮大后，胡建兵不忘初心，视乡亲的事如己

任。他急乡亲们之所急，热心家乡建设，多次回乡出资
助推家乡建设，修建公路；捐资助学，帮助家乡学子完
成学业。

2004年至 2006年，他与兄长胡立正分别在故乡的张
厝中学、小学设立“建兵助学金”“立正助学金”，每人
每年为学校出资，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优秀教师及帮
扶困难学生。

2009年，为改善张厝中学的教学条件，再次捐资 23
万元人民币，用于完善学校设施设备，为学校教师配备
电脑，把各年段的教室建设成多功能教室。

多年来，胡建兵一直关注和支持着家乡的社会发展

事业，乐善好施，以善举回报社会、奉献他人，共向社
会捐资人民币 30余万元。他说，只要有需要，自己会一
如既往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侨团领袖勇担当
“社团就是家，在社团有种家的感觉。”事业有成的

胡建兵，逐渐成为意大利华人的领袖。2004 年，胡建兵
被推选为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会长。十几年来，
他凭借着人脉和生活积累，与中国驻意大利领事馆、外
省籍华人建立联系，秉承“爱国怀乡、团结奋进，加强
中意两国友好往来”的宗旨，不断发展、壮大，该会成
员来自福建各个县市，分布于意大利各大主要城市，广
泛团结了福建侨胞的力量。

任职期间，他培养、提携了 10 余位闽北籍副会长，
为闽北人在意大利发展创业进一步夯实基础，也为旅意
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的发展壮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7年 10月，胡建兵不负众望，被推选为欧洲福建
侨团联合总会主席。他说，10 多个欧洲国家组团一起，
可以最大化凝聚侨社、侨亲的力量，整合资源，为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情系中华不忘本
2013年，胡建兵组织了 10多名意大利籍青少年回国

参加由福建省省侨办主办、南平市外侨办承办的“中国
寻根之旅”夏令营，营员全是胡建兵及其兄妹的后代，
他也曾专程陪着自己的儿子回到南平，把儿子送到老家
来寻根。

胡建兵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母语对新生代
华侨华人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下一代人如果连自己
祖国的语言也讲不好，那么，对他们来说乡情、乡恋、
乡土的意识必然会淡化，甚至被遗忘。说起自己儿女，
他欣慰地笑了，虽然生活优渥，但孩子们学习都很努
力，上进，英文、钢琴、游泳、舞蹈、书法等全面发
展。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加强对新生代华语教育的
责任与义务，这样新生代华裔才能不忘本。

30 载异国商海情，情系故里赤子心。胡建兵说，刚
出国时，那时中国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随着中国发
展壮大，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也使得西
方国家对中国及中国人刮目相看。他深深地感到祖国的
富强，是海外游子坚强的后盾。

（来源：福建侨网）

华人武馆：用武术讲述中国故事
杨 宁 赵雪彤

武术源于中国，如今已走向世界。中国武术肩负
着文化使者的光荣使命，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远播
海外。海外掀起习武热，不少华裔青少年万里迢迢来
到中国学武，许多华人也在海外开起武馆，让不同种族、
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感受武术的魅力。

无论是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还是回到中国学习
的华裔青少年、教授中国功夫的老师，在传承和传播
武术的路上，都在心中扎下了中华文化的根。他们开
始担任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中国武术传承人的培养者
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侨情乡讯

胡建兵：

勇做追梦人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图为洪卫国在新西兰奥克兰市ACG私立中学教授洪
氏太极拳。 张玉梅摄

图为洪卫国在新西兰奥克兰市ACG私立中学教授洪
氏太极拳。 张玉梅摄

2017年，周庆杰教授在海南省三亚市南山参加第二届世界太极文化节。 （资料图片）

魏 敏

欢乐春节 海外同庆
随着中国农历新年临近，多

种多样的春节活动走进世界各
地，给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带去
视听享受和浓浓的节日气氛。

图①：1 月 25 日，在突尼斯
首都突尼斯市，中国内蒙古艺术
团的演员在“欢乐春节”演出中
表演。

新华社记者 阿代尔摄
图②：1 月 25 日，西班牙媒

体记者和网络美食博主等在马德
里一家酒店品尝“行走的年夜
饭”中餐菜肴。中国驻西班牙大
使馆已连续 4 年主办“行走的年
夜饭”活动，旨在促进中西两国
美食文化交流，让更多西班牙民
众了解中餐。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