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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体验文化

1988 年，身在安徽合肥的国画家周小平应邀赴墨尔
本参加画展。画展结束后，他打算在3个月的签证有效期
内，去看看那些只有澳大利亚才有的东西，于是只身到
了澳大利亚中部。在爱丽斯泉，他第一次见到原住民和
他们的绘画，惊觉这就是他要找的东西。连英语都不懂
的他，开始学习原住民的语言。此后，他的大多数作品
都与原住民有关，它们是中国画与土著文化和技法的结
合，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周小平说：“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的精髓，我们应该
保留好的东西并继续发扬它。是原住民让我回到艺术的
本原。”

生于 1960 年的周小平，因为父母希望他有一技之
长，11 岁开始自学绘画。勤奋加上后来得到名师指点，
倒真的靠这一特长找到了工作。1987 年，在黄山写生的
周小平，正在画的一幅山水被一个游客看中，想买下
来。周小平慷慨地送给了她。这也就促成了一年后他的
墨尔本之行。

那是周小平第一次走出国门。本想到墨尔本展示一
下自己的画作，然后再画一些澳大利亚题材的画作回国
办展览，但他找不到感觉。“我的那些中国画的水墨技
法，很难表达我看到的澳大利亚的山水。”于是，他听从
别人的建议，决定去中部地区看一看。

亲身经历 发现灵感

在爱丽丝泉，周小平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第
一次看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好奇心促使他慢慢开始走
进他们的生活。“这个过程非常奇妙，这也是一个理解的
过程。”周小平说。

而周小平的出现，同样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因
为这里之前从来没有中国艺术家来过。看到他的友好和
诚意，当地的土地管理会给周小平介绍了北部城市达尔

文的一片更加原生态的丛林，“到这里，我几乎一步就跨
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

和原住民一起狩猎、钓鱼、住草棚，看他们画画，周小
平十分惊奇他们那种艺术的敏锐。比如点画，虽然他看不
懂他们想表达什么，但是那种色彩的搭配及几何图形的运
用，让他震撼，而他们从未经过艺术训练的啊。他总在想：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画？我为什么没想到这样画？

从最初的好奇变成震惊，周小平继而对原住民的各个
方面都产生了兴趣，画画、语言、音乐、舞蹈。“最主要的还
是艺术方面，比如岩画，我从中汲取了很多东西。”原住民
会在树皮上作画，采用的颜色也很简单，就是红色和黄色
的两种矿物质。“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后，我突然就联想到
了中国的研磨。”

历经磨难 乐在其中

在丛林里游历的日子，周小平遇到过许多有趣的事
情，也碰到过很多困难。有一次，他正在创作，忽然听
到孩子们的大声呼喊。原来，两只野猪正在撕咬他的背
囊，里面的罐头、即食面撒了一地，特别是他用于画画
的墨汁瓶子被打碎。“我的墨！”他心疼得大叫，那是他
画画的工具啊。此后，当地的原住民们送给他一个雅号

“墨先生”。周小平说，“原住民非常淳朴、友善。随着对
他们的逐渐了解，就能理解他们。比如土地对他们的意
义，人与生灵之间共存的关系等。”

阔别8年后，1996年，周小平第一次重返故乡，和土
著艺术家吉米·派克在合肥举办联合画展。这是澳大利亚
土著艺术首次在中国展出。3年后，这两位艺术家再次联
手在北京举办展览。和他当初一样，虽然观众看不懂这
些作品，但这个展览为他们打开了看世界的一扇窗。
2017 年，他在北京举办“重返大地——周小平艺术澳
洲”，为人们还原真实的澳大利亚原住民。

除了画画，周小平还在拍原住民题材的纪录片，做
有关原住民的研究。从最初的好奇，到现在把它当作一
项事业在做，他乐在其中。

（来源：中国新闻网）

周小平：

原住民让我回到艺术的本原
陶社兰

迪拜华人摄影师献艺影展

护侨助侨 成绩显著

“如果没有连云港市侨联，我们要多损失 1300 万
元。”提起这起已经了结的商业积案，江苏连云港籍华商
徐玉海十分感激。十多年前，徐玉海的在华企业因项目
入股问题陷入了财务纠纷，涉案双方僵持不下，案件悬
而未决。

2015年，实现连云港市法院与侨联联动的诉调对接
机制建立，连云港侨联旋即接受法院委托，先后组织数
十次调解，成功促成纠纷双方达成协议。一起困扰侨资
企业十年的积案就此化解。

“近几年我们接待侨界群众来信来访360余件，帮助40
多位侨眷和数家侨资企业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回望近年来
的侨务工作，连云港市侨联主席商筱东底气十足。“广大归
侨侨眷和侨资企业对我们的认可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截至2018年9月底，我们引导华侨社团或个人向青
田之家公益基金会捐赠10万元，筹捐医疗救助款项28万
元人民币，筹措助学款项121万元。”浙江青田县侨联主
席叶毅清如数家珍。“我们已经开始为困难归侨侨眷免费
提供意外伤害保险，将有1万多侨民受益。”

近年来，地方侨联下大气力保障华侨华人权益。山
东济南“侨梦苑”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对引进海外人
才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购房补贴；浙江杭州各级侨联组
织建立侨之家等活动阵地，切实为侨服务；隆冬时节，

重庆市各级侨联向全市数百名老归侨、困难归侨侨眷送
去慰问金和生活物资……

一路走来，全国各级侨联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艳的成
绩单。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8年，全国侨联系统累计
办理来信2万多件，接待侨界群众来访5.8万人次，答复
侨界群众电话咨询7.4万件次；各级侨联法顾委协调处理
涉侨案件4500多件，出具法律意见函1800多件次，召开
案例研讨会 400 多次。凝侨心，聚侨力，护侨益，各级
侨联正在变成华侨华人名副其实的“娘家人”。

健全机制 多管齐下

地方侨务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日益健全的护
侨惠侨机制。

“青田最大的县情就是侨。”叶毅清介绍，“目前青田回
国投资的华侨华人有 10万多人，必须因地制宜出台护侨
举措。”

青田县侨联经过探索，在青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推
出了“三横三纵三服务”的护侨工作平台：由县法院、县侨
联、司法局三家单位牵头成立涉侨讼前司法调解中心，开
展乡镇侨联、海外侨团、县侨联三级涉侨司法调解工作，做
到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合理要求基本满足，合情意愿适当
照顾。在健全有效的机制下，2018年青田信访事件办结率
达98%，当地华侨华人权益得以有力维护。

“侨联给我们提供的便利太多了！”青田籍华商，意大
利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名誉会长周勇由衷赞叹，“近几年
青田侨联推出的护侨惠侨举措是全方位的，包括摸排华商
投资创业的难点，普及国内创业投资环境，就归侨落户事
宜与政府展开沟通，聘请海外华侨联络员维护境外青田籍
华侨权益等。在这里，我们投资安心，生活放心。”

“我们已经创立了‘连心桥’多元融合化解涉侨矛盾纠
纷工作新机制”，商筱东介绍道。近年来，连云港市侨联逐
步建立涉侨案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健全维权服务组织，
开展多项维权活动，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加大重大事项协
调力度。

据统计，近年来连云港全市两级侨联共帮助侨资企业
和侨眷避免经济损失1.22亿元。“10多位侨商企家业和归

侨侨眷送来锦旗，远在瑞典的华侨谢女士还专门给省市侨
联写来感谢信。”商筱东表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侨界群
众切身体会到‘娘家’的亲情和温暖。侨界群众安全、满意，
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细致、到位。”

弥补短板 注重实效

“地方侨务工作成绩突出，但放眼全国，华侨华人权益
保护还有很多不足。”商筱东表示，当下推动地方侨务工作
向前迈进，仍然要弥补短板，要注重实效。

“首先，制订专门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的地区还
不够多，已出台的办法，有的实质性内容不够多、可操
作性还不强。”商筱东认为，地方侨联应着重将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制度化，做到有规可依，令行禁止。

商筱东同时指出，地方侨联多方联动的调查机制尚未
建立，长期存在基础侨情调查难、统计难的情况，且侨务资
源共享共用程度不高。“地方侨联一方面要由政府牵头，尽
快开展全面的侨情调查，另一方面要建设统一的侨情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并共享共用。”商筱东还表示，“如果能从国
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将侨情调查列为人口普查内容，再
辅之以动态信息收集，或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叶毅清表示，地方侨联是服务型组织，开展华侨华
人权益保护，离不开上级侨联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地方侨联应加强与上级单位的合作，在借力的同时形成
护侨惠侨的合力。

“地方侨联也不应把目光局限在国内，要在拓展海外
维权上下功夫。”徐玉海认为，各地侨联应加强聘请海外法
律顾问工作，不断扩大覆盖面，为维护华侨华人海外合法
权益提供帮助和服务。

“华侨不仅能够为中国带来国外的资金和经验，更是
中国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周勇深有感悟，

“保障华侨华人权益，从而推动华侨华人为中国发展贡献
力量，各级侨联重任在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画好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最大同心圆，这是对所有侨务工作者的鞭策和鼓励。
我们今后将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服务，发掘侨界蕴藏的能
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叶毅清说。

护侨出实招 侨胞更心安
孙少锋 魏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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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近期，为推进涉侨领域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海南侨乡文昌打造了一个全新
的工作平台，更好地为当地归侨的工作
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地方侨联纷纷
出台护侨惠侨举措，推动广大华侨华人
为中国发展献智出力。

图为连云港市朝鲜归侨于慧敏拜访连云港市侨联，以感谢市侨联长期以来
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和帮助。 （连云港市侨联供图）

图为连云港市朝鲜归侨于慧敏拜访连云港市侨联，以感谢市侨联长期以来
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和帮助。 （连云港市侨联供图）

图为青田县侨联走访慰问侨界困难群众。
（青田县侨联供图）

近日，“拥抱中国：中国人眼
中的迪拜”摄影展在宁波北仑中国
港口博物馆开幕。据了解，此次展
览共展出了180幅反映迪拜独特风
景、生活方式和多元文化氛围的摄
影作品，这些作品出自 15 位杰出
的迪拜华人民间摄影师和 10 位国
外摄影师之手，展示了他们对这座
城市的独特见解。

▲上图：摄影师向参展人员讲述摄
影背后的故事。
◀左图：摄影爱好者在欣赏作品。

陈张坤 贾骐帆摄 （人民图片）

近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
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率领的中国曲艺
家代表团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星光
大剧院举行慰侨演出，为 1000 多名当地
华侨华人及阿根廷民众奉献了一台精彩
纷呈的文艺盛宴。

青年演员金岩、马春然表演的相声
《辛德瑞拉的眼泪》和《小红帽》，青年演员
杨树林和赵海燕表演的二人转《小拜年》，
青年女高音演唱家张莉莉演唱的《我和我
的祖国》和《我爱你中国》以及姜昆和戴志
诚表演的压轴相声等节目精彩纷呈，获得
满堂喝彩。

期间，阿根廷当地华人艺术家汪永
兴登台演唱 《我的太阳》，引来叫好连
连。阿根廷艺术家也为观众表演了踢踏
鞭鼓舞、阿根廷探戈和芭蕾舞 《天鹅
湖》《卡门》 片段，富有阿根廷文化特
色，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演出前，姜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此次演出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组织的
2019 年“中华曲艺海外行”拉美最后一
站，此前已在墨西哥和古巴演出。这个
活动旨在通过向海外观众推介中国最接
地气的传统艺术，促进海外民众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
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领事陈志军表
示，中国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深
受广大民众喜爱。此次中国曲艺家不远
万里来到阿根廷演出，带来了祖 （籍） 国对阿根廷侨胞
的慰问，同时加深了当地华侨华人和阿根廷人民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

当晚参加演出的阿根廷中国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汪永
兴说，曲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博大精
深。中国曲艺家来阿根廷演出，旅阿华侨华人十分高兴，当
地侨团纷纷给予帮助，为演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来源：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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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年演员杨树林 （左） 和赵海燕表演二人
转《小拜年》。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摄

图为青年演员杨树林 （左） 和赵海燕表演二人
转《小拜年》。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摄

图为阿根廷艺术家表演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