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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侨领访问广西两大侨乡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磨长英在广西东兴会见世界各国侨领。

当天，磨长英会见了泰国广西总会永远名誉主席李
铭如、澳大利亚广西海外联谊会会长李仲德、美国广西
同乡总会会长谭珍珠以及新加坡、越南等各国侨领。

磨长英说，广西是中国重要的侨乡之一，防城港
市和东兴市也都是重要的侨乡。希望侨胞们借此机会
多了解防城港，多了解东兴，抓住当前发展大势，在
当地投资兴业。

中国侨联赴福建基层调研

近日，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部长左志强一行8人，
赴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调研基层侨联组织建设情况，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俊德、宁德市侨联主席章伯专等
分别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考察了寿宁县侨联和寿宁
县下党乡，全面了解寿宁县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基本情
况，听取寿宁县侨联工作汇报。

针对寿宁县侨联今后工作，左志强表示，要加强
对侨界群众的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侨联组织宣传平台
和阵地作用，加强“网上侨联”建设，运用互联网手
段进一步团结凝聚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特别是加强
与新侨人士的联系。 （以上据中国侨网）

原创话剧《大道无疆》在广州上演

近日，大型原创话剧 《大道无疆》 在广州友谊剧
院上演。话剧 《大道无疆》 由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
市文联联合出品，广州友谊剧院创演中心演出。

该剧讲述晚清末年，台山爱国华侨陈宜禧先生在
美国参加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后，立志用铁路、实业
来强国，修造中国第一条民办铁路——新宁铁路的漫
漫征程。该剧以陈宜禧修建铁路的艰辛历程为线索，
作者写出了人物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及命运的冲突，
展现了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云南章凤迎来侨胞返乡祭祖高峰

清明时节，云南章凤口岸迎来了缅甸侨胞返乡祭
祖入境人流的高峰。

章凤口岸与缅甸接壤，属国家二类口岸，是中缅
两国确定的 8 对双边协议口岸之一。数据显示，自
2013年以来，章凤口岸流量已连续6年突破百万。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章凤分站工作人员统计，
近一周章凤口岸入境 17908 人次，其中缅甸侨胞 3598
人次。

与往年相比，今年返乡侨胞除中老年人之外，还
增加了不少年轻人，不少侨胞是举家返乡。

（以上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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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志：

“飞虎队”的华人老兵
高 睿

福建猴屿民俗文化节在美国费城举行

百年传承

百年来，无数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成家
立业，华文教育也随之生根发芽。

1919年，陈嘉庚先生创建东南亚第一
所华文学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无
数华文教育工作者披荆斩棘，在东南亚建
立起一所又一所华文学校，让中华文化跨
越南海，远扬异域。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强盛，尤其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东南亚华文教
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东南亚地区有华
文学校上万所，华文教育从业者数十万，
有数百万人在学习和使用中文。今年 3
月，印尼举行了全国汉语水平考试，6078
人参加考试，是历年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
次。“中文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影响
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华裔，东
南亚各族裔纷纷选择当地华校就读，中文
正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3月22日，李显龙在新加坡华侨中学
百年校庆上说：“我们应该加强对各族母
语的教导，丰富我们社会的底蕴，进一步
巩固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身
份。”华人是新加坡第一大族群，中华文
化内蕴的热爱和平、共同发展等理念，正
在通过中文向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进行

传递。
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咨询委员

张杰常年在东南亚从事华文教育，他接受
采访时回忆了在海外某华校参与的一次春
节庆典：“当时全校 2000多人齐整地穿戴
着‘中国红’来庆祝中国新年，但一到歌
舞表演，菲律宾当地各民族的特色就都出
来了，各族文化相得益彰。”他说:“华文
学校并不是单纯地传播中华文化，它是当
地的一所国际学校，与当地语言、英语甚
至法语共同构成了当地的文化生态。”中
文和中华文化也是东南亚多元文化重要的
组成部分。

崭新机遇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保筠
教授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越来越
密切，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希望搭上中国经
济发展的快车，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是重
要的工具。”

中国商务部显示，2017 年中国和东盟
贸易额达 5148.2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6.6
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8。

中国已连续 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东盟连续 7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
伙伴。2018 年 1-5 月，中国—东盟贸易额
同比增长18.9%，达到2326.4亿美元。

与中国合作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东

南亚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早已不再
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恰恰相反，中国
代表了发展和未来。张杰说：“中国的发
展为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过去，东南亚民众不知道学了中
文要做什么，现在很明白，学中文是要
和中国做生意，要学习中国，像中国一
样发展。”

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点燃了东南亚
当地民众学习中文的热情，更激发了当地
老一辈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然
而，东南亚的华文教育曾经出现过断层，
许多华人不太了解中华文化，甚至无法流
利地用中文交流。

4 月 2 日，已连续举办 19 年的菲律宾
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再一次开营，菲律
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表示，这也是老一
辈华人所愿意看到的，“希望子孙们将中
华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对祖（籍）国有深厚感情的老一代华侨
华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都希望培养一
些对祖（籍）国文化有了解、有感情的年轻
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陈旋波教授说。

补齐短板

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很快成为了
东南亚爱国华侨的基地，老一辈华侨的家
国情怀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华中学子。

李显龙在华中百年校庆上说：“华侨
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像长青松
柏，历经风雨与不同时代的挑战仍屹立不
倒。”华文学校扎根当地，相伴中华，成为沟
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一座桥梁。

时下，东南亚华文教育已蓬勃发展，
但若要推动华文教育进一步发展，仍需弥
补短板。

陈旋波表示，目前东南亚华教人才年
龄普遍偏大。东南亚当地华教机构不仅要
在年轻一代华侨华人中大力普及华文教
育，更要从中培养有意愿、有志向的华教人
才，避免出现华教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同时，华文教育标准有待完善。陈旋
波指出，东南亚各地在课程安排、教材标
准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各地的华教机构
需要加强交流沟通，逐步推动当地华教规
范化、制度化。

展望未来，推动东南亚华文教育向
前发展，华侨华人充满信心。

“趋势是向好的。”张杰说，“对前景
我们是乐观的，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联系
越来越密切，交流也越来越多，各地华教
正在向规范化、标准化、正规化的方向发
展。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年轻人投入到华文教育中。”

杨保筠说，“只要华文教育始终秉持
中华文化和平发展的内涵，搭乘中国经济
发展的顺风车，就一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文，学习中文。”

东南亚百年华校焕发新活力
杨 宁 尹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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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创立的新加坡南
洋华侨中学迎来百年校庆。“华校肩负传承责
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盛赞华侨中学为新加
坡作出的贡献，并呼吁其他学校学习华侨中学
开放包容的精神。

同月，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也举
行成立100周年的盛大仪式。

百年间，华文学校历久弥坚，正成为海外
华文教育的一张耀眼名片。

侨 界 关 注

图为新加坡华侨中学，雕像为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 （资料图片）

近日，“福建猴屿民俗文化
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华埠
举行，活动队伍经过华埠 10 街、
礼士街、9街到达华埠牌楼，牌楼
前摆满三牲、素果、鲜花，海外华
人纷纷捻香虔诚祈福。

瑞狮、鞭炮，华埠热闹非凡，
神气的八仙、高耸的众将军、喜气
十足的福娃都颇受瞩目，吸引大批
华侨华人围观。

上图：海外华人持香虔诚祈福。
左图：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

张果老、何仙姑、曹国舅、韩湘子及
蓝采和等“八仙”。

刘 麟摄 （《世界日报》）

当地时间4月2日晚，二战“飞虎队”成员陈科志病
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 93岁。消息传来，南加州华人社
团无不怀念这位洛杉矶唯一的一位“飞虎队”老兵，大
家纷纷表达对这位抗战英雄的缅怀与哀悼。

投笔从戎立战功

陈科志，1926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
1938 年武汉沦陷，为逃避战火，陈科志来到香港并在香
港拔萃书院读书，打下坚实的英文基础。1941 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陈科志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
程学院机械系。两年后，陈科志投笔从戎，肄业离校。
他在2018年的一次专访中忆道：“日军飞机低空轰炸，马
路上堆满了尸体，好几次我都差点死掉，记得当时有一
个防空洞，里面全是尸体，都是闷死的。”

1942年底，美军第 14航空队在昆明征召青年学生入
伍。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推荐陈科志进入第 14 航空队，
分配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陈科志后来回忆：“飞虎队中的
华人大约有 3000人左右，大都是地勤人员，广东人占大
多数，我是在世的唯一一名湖南籍飞虎队老兵。”

1942年至1945年，陈科志在第14航空队服役，与异
国战友携手并肩。战争是残酷的，很多次飞虎队飞机升
空后就再没有返航，飞行员或跳伞逃生，或血洒长空。
至战争结束，飞虎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
架，击沉或重创 223 艘万吨级敌军商船、44 艘军舰、
13000 艘 100 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 66700
名，可谓战功赫赫。

“驼峰航线”飞百次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并入侵中国云南西部，切
断了中国的战略运输线滇缅公路，中美两国被迫开辟

“驼峰航线”运送战略物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
姆邦进入中国云南航线，全长约500余英里，沿途山脉海
拔平均 5500 米，最高 7000 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
峰。该航线飞行高度大、气候条件恶劣、是世界航空史
和军事空运史上最为艰险的空中运输线。

为向中国大后方运送战略物资，陈科志曾 100多次乘
C-46和C-47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他回忆说：“那时的
飞机不是喷射式，两个引擎遇到反向气流会飞得很慢，运
输机设有降落伞，飞到喜马拉雅山相当危险。驼峰航线途
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
占领区，加上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冰
雹和霜冻，使飞虎队在飞行中不仅面临日军的袭击，也随
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

他说：“地上的湄公河在高山丛林中蜿蜒流淌，天上
的日军飞机频繁出没，这对盟军飞行人员来说是近乎自
杀式航程。我很幸运，参与了上百次飞行，每一次都有
飞机从身边掉落，很多次死亡近在咫尺，但最终都能幸
免于难。疲劳不堪的机组成员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
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空难事故时有发生。”

中美政府齐表彰

1944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在巫家坝机
场接见了陈科志和他的战友们，对这支英雄部队大加褒
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曾写表彰信给
陈科志。

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没有忘记陈科志的功勋，2015年9
月3日北京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特邀陈科志赴京观礼。遗
憾的是，陈科志突然罹患重病，需开刀手术，错过了这
场盛典。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侨务组长王学政特意到医
院看望陈科志，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颁发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才懂和平的可贵。陈科志晚年
依然在中美间积极奔走，热衷于参加美国的中国国庆升
旗典礼、中国春节新年文艺联欢活动以及二战纪念活动
等。他担任了国内多个飞虎队纪念馆的顾问。陈科志感
慨地表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
希望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来源：中国侨网）历史上的飞虎队及战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