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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交往 华人牵线

“一战”期间，数万在法华工为协约
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了那个
时代最直接的中法民间交流使者，华人群
体自此在法国发展壮大。

1920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一批中国有志青年陆续赴法勤工俭学。他
们求知若渴、洞察社会，向当时的法国社
会展现了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法国驻
华大使黎想日前评价称，“留法勤工俭学
对促进法中两国民众的互相了解发挥了重
要作用。”

55年前，法国成为首个同新中国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不仅如此，
建交55年来，法国还成为第一个与中国互
办文化年的国家、第一个同中国开辟直航
航线的国家、第一个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
合作的西方大国……诸多第一，彰显着中
法关系的与众不同，也体现着华侨华人在
其中做出的独特贡献。

中法建交55周年纪念日前夕，庆祝中
法建交 55 周年招待会、《舞·诗·武》 全球
功夫春晚、法华工商联合会“喜迎新年·
暨中法建交55周年庆典”陆续举办，纪念
留法勤工俭学百年、中法建交55年书画展
也在筹备中。旅法侨界代表表示，将尽己
所能让展览成为中法建交55周年系列庆祝
活动的亮点之一。

“春节系列活动每次都会吸引上万民
众走上街头参观”，法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
长郭智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法国当

地民众对于这类文化活动非常感兴趣。”
中法关系向前，华人功不可没。华侨

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院长林宏宇教授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华侨华人是中法关系发
展过程中当之无愧的牵线人。“法国社会
对中国认识的不断深化，得益于众多在法
华侨华人在众多领域为联通中法做出的不
懈努力。”

步步深化 互利共赢

“从我们近年来举办的活动来看，从商
品营销到文化交流，从民间沟通到官方合
作，中法交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法国福
州十邑同乡会会长石忠胜感触很深。

以贸易为契机，华侨华人把中国文化
带到了法国。有鉴于法国空白的闽茶市场
与较强的文化品鉴能力，石忠胜积极推动
闽茶文化走出去。他对本报说，“闽茶是
中国的知名文化符号。我们要在法国卖个
好价钱，更要打个好广告！”

以文化为平台，华侨华人把中国故事
讲到了法国。2017年，由法国福州十邑同
乡会组织的“中国 （福建） 图书展”在巴
黎开幕。会上，习近平主席的 《摆脱贫
困》 中英法文版本隆重亮相，成为展出书
籍中的明星。

以官方为助力，华侨华人把中国政策
讲到了法国。福建福州，法国福州十邑同乡
会参与主办的“欧洲闽籍社团与法国‘一带
一路’建设研讨会”举行。参会的法国敦刻
尔克副市长托马斯表示，他希望中法之间
能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往来，加强

经贸合作，激发中国市场的潜力。
中法交流步步深化，两国均受益。旅

法媒体人韦遇向我们讲述道，去年夏天，
曾在法国 24 小时新闻台工作的她发挥余
热，回到老东家做法语翻译。借由她的沟
通，访学的中国高校学生了解到了法国媒
体的发展前沿，法国媒体人也感受到了中
国新一代媒体人才的能力和自信。观看完
同学们的出镜训练，24小时台驻中国记者
站前站长由衷赞叹：“中国学生的表现出
乎我的意料，他们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与
广阔的国际视野，这对于法国传媒人才的
培养具有借鉴意义。”

而郭智敏和他的联合会则是法国政府
的常客。“我们在法国参议院举办过许多
次活动，我们打响了我们的品牌，法国官
方也领略到了中国文化。”

“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是
中法交流的先天资源和优势。”林宏宇指
出，“同时基于中法各自的发展需要和华侨
华人的助力，中法交流逐步深化顺理成章，
也会自然而然地在此过程中获得共赢。”

弥补短板 迈向未来

55年来，中法在各领域的交流都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然而想要进一步提升交流
水平，增强彼此互信，在法华侨华人尚有

提升作为的空间。
首先是华侨华人团体的管理。林宏宇

认为，在法华侨华人众多，在缺乏充分沟
通的情况下，各地华侨华人组织间难免会
职能重复。应适当对法华侨华人组织加以
整合，组织有序才能行事高效。

其次是华侨华人后代的文化传承。“初
代在法华侨华人移民以男性为主，很多与
当地人通婚，加之法国社会对华侨华人接
纳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相当一部分华侨华
人后代对中华文化的意识相对淡漠。”林宏
宇提醒，对祖（籍）国的认同是华侨华人发
挥文化纽带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

以积极、客观的方式向法国展现中
国，在法华侨华人同样责无旁贷。郭智
敏表示，“我们要用当地人接受的方式讲
好中国故事，让当地民众正视中国，接
受中国。”

放眼未来，推动中法关系行稳致远，
华侨华人将永不止步。石忠胜说：“中国
商业、文化领域的许多对外政策非常优
惠，而政府之间的沟通有限，华侨华人民
间团体应当把责任承担起来，促进中法经
贸文化往来，做民间与政府间沟通的使
者，推动互惠互利。”

作为法国“Brut 原色视频”中国部负
责人，韦遇表示，她有责任向法国展现一
个生动、立体的中国，让更多法国人从日
常生活点滴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华人向法国民众讲好中国故事
杨 宁 魏弘毅

“中法文化年”活动成功举办、积极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互派留学生数量
不断增加……这些年来，中法各领域合作
不断深化。

两国相交民为使。历史上，华侨华人
是中法建交的动力之一；在今天，华侨华
人依然是联通中法的重要角色。在中法建
交5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华侨华人会继续
牢记使命，承担责任，为中法两国关系的
发展贡献力量。

侨 界 关 注

侨胞广东政协座谈会献计

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海外
侨胞专题座谈会近日在穗举行。与会海外侨胞建
言，希望广东各地市抱团出海开设名优特产品实
体店，同时设立专项文化交流基金，推动广东产
品、文化“走出去”。

菲律宾菲华潮汕联乡会会长黄秋发表示，希
望在广东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在菲律宾设立文化
交流中心，同时设立专项的文化交流基金。对
此，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侨办主任庞
国梅表示，广大海外侨胞向来重视中华文化传
承。广东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就设立专项文化
交流基金问题与有关方面展开积极探讨与推动，
以更好地促进华侨华人与中国、与广东在更深层
次更大平台开展文化交流。 （据中新社）

广西侨界聚焦“一带一路”

广西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副部长熊春寒近日表示，广西将做好港澳台侨爱
国人士来桂探亲访友、投资兴业的对接和服务工
作，引导其聚焦广西开放开发商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

为做好港澳台侨爱国人士来桂探亲访友、
投资兴业的对接和服务工作，广西统战部门将
积极引导广大港澳台海外强优企业聚焦广西开
放开发商机，把更多更好的项目建在广西，把
更多更优的资本技术投向广西，支持当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广西还将引导港澳台海外爱国力
量继续支持当地脱贫攻坚，为民生事业贡献力
量。引导侨资侨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
沿线国家重点侨商组织作用。 （据中新网）

厦门侨联慰问困难归侨

近日，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在思明区侨联
主席苏枫红、中华街道副书记沈岚和社区书记的
陪同下，走访困难归侨家庭。

潘少銮一行分别入户越南侨眷沈杯进、印尼
归侨周添顺的家中，与精神残疾无双亲依靠的年
轻侨眷面对面交谈，与年近八十的老归侨促膝相
谈嘘寒问暖，希望他们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坚
信日子会越过越好。走访结束后，潘少銮要求将
这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困难家庭纳入重点帮扶对
象，做到精准帮扶情暖侨心。

思明区侨联负责人表示，坚持以人为本、为
侨服务是侨联工作的宗旨。我们在新春这一传统
佳节慰问走访，通过三级侨联送去对归侨侨眷的
关爱和温暖，有利于传递爱心，以侨帮侨，确实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每个侨界家庭都
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据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上海，南京路，游人如织，百年如一
日。在这条中国最早建立和最为繁荣的商
业街上，矗立着两座中间有两道空中走廊
连接的米黄色欧式建筑——永安百货大
楼。

1918 年 9 月，这家以“经销环球百
货，推销中华土产”为号召的百货公司，
一开业就取得了轰动效果。商场庞大的规
模、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豪华的气派吸引了
一波接一波的购物者，日超万元的营业额
让其在上海迅速站稳脚跟，并蒸蒸日上，
成为四大百货公司 （永安、先施、新新和
大新） 的领跑者。

永安百货的成功离不开创始人——郭

乐的个人奋斗和经营才略。他1874年出生
于广东香山的一户农民家中，16岁时家乡
遭受水灾，便追随乡人的脚步来到澳大利
亚谋生。初到异地的他，先到悉尼的一个
菜园当工人，后来在同乡开设的果栏 （即
水果批发商店） 工作。1897年，时年23岁
的郭乐和同乡合资开设了“永安果栏”，
并被推举为经理。

“永安果栏”在郭乐的经营下发展很
快，陆续开设了数家分店，并逐渐掌握了
水果的货源。不久，“永安”联合另外两
家果栏在斐济开设了“生安泰”商店，从
事以收购当地水果为主、兼营中国土产的
业务，获利甚多。与此同时，果栏通过帮

助当地华侨递送侨汇，建立起与侨胞之间
的金融往来，信誉也由此与日俱增，为今
后吸收华侨资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到 10 年时间，“永安果栏”已经成
为悉尼水果业的龙头企业。此后，郭乐开
始把目光投向更具发展前景的国内市场，
并把目标锁定为经营大型百货公司，希望
通过这一商业模式将西方先进的营销理念
引入中国。他在晚年回忆到香港开办永安
公司时说：“余旅居雪梨十有余载，觉欧
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
术也殊有研究……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
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
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

识，急起直追不可。”
以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积累的资本和

管理经验为基础，郭乐还进一步扩展业务
领域，先后开办了水火保险公司、纺织公
司、人寿保险公司和永安银行，以及为数
众多的附属企业。在永安集团的诸多企业
中，值得一提的还是永安纺织公司。永安
抓住一战后国内纱布价格猛涨的时机，在
1922年建成上海永安纱厂，此后又陆续增
建 3个纱厂，资本总额一度达到 3600多万
元，发展成为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为使永安的各项事业长盛不衰，郭乐
十分重视用人之道和人才的培养。除了注
重选聘高素质管理人员和称职员工之外，
他和弟弟郭泉十分重视家族后人的教育。
郭琳爽和郭棣活便是郭氏子弟中的佼佼
者。他们先后在国外完成学业，回到国内
掌管百货公司和纺织公司，倾尽所学将公
司办得如火如荼。

抗战爆发后，不愿与日军合作的郭乐
在1938年出走香港，翌年远赴美国，在旧
金山和纽约开设永安分公司，但仍与国内
企业保持联系。1949年后，永安公司经过
公私合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百 年 侨 领 
郭乐

百年永安的缔造者
江振仕

以“美丽中国·欢乐春节”为
主题的 2019 匈牙利“中国春”文
化节近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落下帷幕。这个为期3天、充满
中国年味的文化节吸引了约3万
匈牙利民众及当地华侨华人的
热情参与。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在
文化节期间举行的春节招待会上
致辞说，2018 年，中匈关系继
续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两
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处在历史最好
时期。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
互信日益巩固。2019 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与匈
牙利建交 70 周年。为了持续增
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相互交
流，双方有关部门年内将举办多
场庆祝、交流和文化活动，让中
匈友好的氛围更浓，共识更多，
基础更牢。

文艺表演和春节庙会成为文
化节的重头戏。舞龙舞狮、腰鼓、
变脸、京剧、武术、民乐等精彩演
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叫
好声。文化体验区内人头攒动，身
着传统服装的华侨华人向匈牙利
民众热情介绍中国文化，送福字、
写春联，表演茶艺。匈牙利男女老
少学习剪窗花、编中国结、画脸
谱，与华侨华人互动交流，陶醉于
中国传统文化中。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驻布达佩斯办事处举行的
旅游图片展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
观众驻足观赏；展区内的熊猫合照墙也备受追
捧。匈牙利岐黄中医药中心的多名中医专家在现
场为当地民众义诊，帮助他们了解中医药。

享有盛誉的中国美食备受匈牙利民众青睐。
在唐人街集团的中国美食展区，人们品尝着热气
腾腾的饺子、包子、烤鸭、春卷、年糕、拉面等
美食，领略中华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匈牙利邮政公司在文化节期间特意发行了
2019中国农历猪年生肖邮票。匈牙利邮政公司和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在文化节活动现场举办了猪
年生肖邮票的首发仪式。

匈牙利邮政公司此次发行猪年生肖邮票小全
张5万枚，每枚小全张上有4枚邮票。每枚邮票上
都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写着“猪”字，单枚邮票面
值为435福林 （约合10元人民币）。

首日封上盖有采用了中国传统灯笼的轮廓、
专为猪年制作的特制邮戳，并印有一个大红的中
国剪纸猪的图案，充满喜庆色彩。（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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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55周年纪念日前夕，法国发行猪年生肖邮票，为即将到来的中法
建交55周年纪念日增添了喜庆气氛。图为邮票设计师、法国华裔画家陈江洪在
发行仪式上为集邮爱好者签名。 李 洋摄 （来源：中新网）

中法建交55周年纪念日前夕，法国发行猪年生肖邮票，为即将到来的中法
建交55周年纪念日增添了喜庆气氛。图为邮票设计师、法国华裔画家陈江洪在
发行仪式上为集邮爱好者签名。 李 洋摄 （来源：中新网）

世界各地喜迎春节

中国农历新年已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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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农历新年前夕，美国洛杉矶县贝弗利山市一位参
观者在“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活动上欣赏木版年画。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