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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可讲的红烧肉

“一道简单的红烧肉，一旦拥有了文化的底蕴，马上
就拥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培训归来，我增加了‘东坡
肉’这个菜品。这样不仅价格卖上去了，还增加了文化
元素，有故事可讲。”在法国巴黎拥有中餐馆的陈建斌是
浙江省第一期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训班的班长。

浙菜理论、烹饪实操、参观考察……由浙江省归国华侨
联合会、浙江省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办，浙江省餐饮行业协
会协办的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训班培训期间，海外学员的
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收获也是实实在在的。

培训班的学员中不仅有陈建斌这样曾斩获很多厨艺
比赛大奖的职业厨师，也有出身厨师却在其他行业兜兜
转转许久之后重回餐饮行业的人和出国前连饭都不会
做、出国后选择了开中餐馆的人。

“我曾经是厨师，但是在海外曾有十几年没有接触餐
饮业。培训让我对很多菜品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大
利罗马的中餐馆大都是传统的老菜式：宫保鸡丁、鱼香
肉丝、松鼠鱼等，培训后，我们的菜品更加丰富多样
了。”第二期培训班的学习委员何建锋2017年收购了一家
罗马米其林二星的小餐馆，实现了他的中餐梦。2018
年，他又收购了一家拥有 55 年历史、香港人开的中餐
馆。培训让他对自己餐馆的前景更加有信心了。

“培训时，有一课是讲餐饮与养生的关系，老师教我

们如何搭配食材与药材，我学到了很多。”陈龙是第七期
培训班的班长，他在荷兰拥有一家可容纳300多位客人的
大众中餐馆，“在荷兰，我们浙江籍的侨胞大概有 2/3在
经营中餐馆。浙江省侨联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训班在我
们荷兰侨社名声渐大。过去报名的是三三两两，现在越
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了实惠。”

为中华美食走出去打开新路

长期以来，虽然海外中餐馆遍地开花，但是中餐馆
的发展一直困难重重。

“我 2003年来到法国，2004年自己创业。我开过一个
中餐馆，但是被迫关张了。我立志要把中餐馆重新开起
来。之后，我坚持每年回国培训学习。2012年参加北京鸟
巢奥林匹克国际烹饪大赛并荣获个人金奖，我开始筹备中
餐馆。有了多年准备和经验，才算顺利打开市场。”陈建斌
说，“参加浙江省的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训班，我学习了很
多中餐文化。我把学到的知识与当地菜品相结合，提高利
润，也推广了中国文化。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创新，这是
传承和发展中华饮食文化、引领餐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需要，也是推动中餐走向世界的需要。”

“在荷兰经营中餐馆，厨师短缺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通过参加培训班，我们海外中餐馆的整体厨艺技能得以
提高。一方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中国餐饮的理念，把中
餐精髓带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学员来自不同国家，
彼此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陈龙说，“这对于解决
我们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作为职业厨师，陈建斌热爱这个行业。他立志要在
海外推广中华美食文化：“浙江是著名侨乡。浙江省侨联
组织的浙菜中餐联盟、中餐培训班等，为中餐走出去开
拓了新的思路，有利于中餐以开放的态度走出去。”

用好中餐馆这个窗口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浙江华侨”。浙江是全国新侨资
源大省，侨胞主体地位重要、贡献突出，现有华侨华人

202 万人，归侨侨眷 112 万人，分布于世界五大洲 1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浙江省侨联主席连小敏说：“海外有几十万家中餐
馆。让世界认识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中餐馆是很好
的窗口。在海外浙江籍侨胞中，高达 32.6%的人开中餐
馆。侨联可以发挥一手连海外一手连海内的优势，用好
海外中餐馆这个窗口。”他表示，“民以食为天，食以味
为先。邀请海外中餐馆业主和厨师回来接受培训，可以
帮助他们提升厨艺，进而推动海外中餐馆转型发展。而
且，中餐背后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支撑，我们可以通
过中餐馆搭建平台，推动中华文化更顺畅地走向世界，
推动把中国的朋友圈做得大大的。”

海外中餐馆分布广泛，人流密集，“以食为媒”，以
“海外中餐馆”为纽带，将向世界人民打开一扇中国文化
之窗。2017 年，浙江省侨联召开两届“万家海外中餐
馆”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70多位专家学
者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荷兰等 30 多个国家的近 200
名海外中餐业主参加。

除了邀请海外中餐馆业主回中国接受培训，浙江省
侨联还积极“走出去”进行交流活动。3年来，浙江省侨
联先后派遣11个工作组赴奥地利、捷克、加拿大等17个
国家进行工作调研，摸清海外中餐馆底数，不断夯实活
动基础。特别是先后两次中国烹饪大师代表团赴美国纽
约和巴西圣保罗开展以“亲情中华·味道浙江”为主题的
厨艺培训、烹饪表演和美食品鉴等交流活动，受到当地
侨界群众的广泛好评。

今年 5 月，中国烹饪大师代表团还将赴欧洲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连小敏说，
希望海外中餐馆业主能够肩负起振兴华侨经济、弘扬中
华文化、推进友好合作的使命，当好中外交流的推动
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文化传播的摆渡者，充分发挥
联系广泛、融通中外的优势，搭建民心相通的广阔舞
台，助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上图：各组厨艺大比拼环节，第三组组长 （右
二） 在向中国烹饪大师兼评委 （左一） 介绍本组制作
的菜肴特色。

左图：培训班学员们参观杭帮菜博物馆。
浙江商职院供图

“以食为媒”传播中华美食文化，扶助海外侨胞振兴餐饮经济

“东坡肉”里的中餐梦
本报记者 张 红

侨 界 关 注

中餐馆一向是许多华侨华人移居海外后
的主要起点之一。如今，开餐馆依然是很多
人热爱并愿意为之拼搏的产业。不过，长期
以来，中餐馆面临着种种难题。如何帮助中
餐馆业主更好地理解中餐的精髓？如何帮助
他们在海外精彩演绎“舌尖上的中国”？

近日，浙江省第八期海外中餐烹饪技能
培训班的海外学员们拿到了结业证书。事实
上，3年来，已经有 50个国家和地区近 600
余名海外中餐从业者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进行了学习培训。培
训后，对于自己中餐馆在海外的发展，他们
信心倍增。

焦立中身上有很多个“第一”：第
一位完成太空行走的华裔宇航员、第
一位为总统选举从太空投票的宇航
员、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担任过
国际空间站站长的华裔宇航员。2005
年，在结束最后一次太空任务数月后，
焦 立 中 从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退役，开始人生的新阶段。

呼号“山东”的空间站站长

焦立中做宇航员的梦想是从 50 年
前“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开始的“那天
很热，家里又没有冷气，父亲把黑白电
视放在后院，我通过电视看到阿姆斯特
朗和奥尔德林站在了月球上。”焦立中
回忆说，“从那时起，做宇航员的梦想便
在我心里扎根，虽然说不上是日思夜
想，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要做什么。我
后来学化工、进企业，所有努力都是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

1989 年，已经快 30 岁的焦立中终
于向NASA递交了申请，经过严格的面
试筛选，焦立中如愿成为 NASA 的一
员，开始了自己的宇航员生涯。

1994年 7月 8日，焦立中乘坐“哥
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执行任
务。1996 年，焦立中再入太空，并走
出航天飞机执行舱外任务，成为首位
漫步太空的华裔宇航员。

在 2000 年乘坐“发现者”号航天飞

机执行第三次太空任务后，2004 年 10
月，焦立中第四次遨游太空，搭乘俄罗
斯“联盟”号宇宙飞船进驻他参与建造
的国际空间站，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华裔
空间站站长。担任站长期间，他用“山
东”作为自己的呼叫代号。“当时每个人
都要有一个呼号。想到山东是父母出
生、成长的地方，我便用了这个代号。”

焦立中介绍说，国际空间站的工
作计划在升空前就已经详细制定好，
精确到每一分钟。“我大部分的休息时
间都在看地球、拍照片，毕竟飞上太
空是我从小的梦想，在太空中用肉眼
看地球的感觉很不一样。”焦立中笑
称，“如果那时候有推特，我应该会开
一个账号每天分享照片。”

用自己的故事激励下一代

在NASA任职期间，焦立中一共执
行4次升空任务，在太空停留的总长达
到229天，其中包括总计约36小时的6
次太空行走。“在第四次上太空时，我就
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在 NASA 已经
工作15年，各种任务都经历过，当时我已
经快46岁，应该做点别的事情了。”2005
年，焦立中退役，结束了自己的宇航员生
涯。

作为几十亿地球人中少有的曾到
过外太空的一员，“回到地球”后的焦
立中并没有觉得地面生活平淡无趣，

而是积极地做了不少尝试：与私人公
司合作开发太空旅游、协助公司搞空
间探索商业化、在大学任职教授太空
相关课程。

“现在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在
做教育，当年我被阿波罗登月的故事激
励，去做了宇航员，现在我希望能够用自
己的故事激励下一代。”焦立中介绍，今
年暑假，他会和常春藤训练营合作开
展一个火星营地项目，焦立中将用视
频会议形式接入营地，分享他在国际
航天站的生活，回答孩子们关于太
空、宇宙空间站、火星等种种问题。

他说：“我要传达的信息并不一定
是每个人都要立志做宇航员，最重要
的是要找出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以此
来引领自己的人生。”

在采访过程中，焦立中数次提到
“梦想”和“兴趣”，“小朋友不知道想做
什么没关系。多去看多去了解。去看
看自己喜欢什么。当你有了目标，就会
引导自己的人生。因为发现兴趣之后，
学习就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尽管焦立中已从NASA退役，但他
仍积极关注着航天领域的发展。无论
是太空旅游、载人登月、移民火星，
他都抱有热情和期待。

“我们现在抬头看月亮，知道上面
有两个宇航员，在那里爬环形山、探
月海，那种感觉定能激发下一代的梦
想，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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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地球”后 仍做太空梦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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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专家在评审现场。 本报记者 贾平凡摄

泰国侨领谢国民一行访问甘肃

近日，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在兰州会
见了泰国侨领、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双
方就如何利用正大集团全球商圈网络助推甘肃扶贫进
行了合作洽谈，并达成开展果蔬种植加工合作，推动
扶贫富民共识。

林铎表示，甘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谢国民先
生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进入甘肃，多年来，对农业、养殖
业、加工、食品等领域带动很大，近期还与庆阳等市州开
展合作，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这正
是甘肃发展所需。

谢国民表示，集团将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和技术，在甘肃打造水果蔬菜种植产销富民样板，探索
可复制的现代农业产业扶贫模式，带动中国企业发展。

（中国新闻网）

欧洲福建侨团联合会成立联络处

近日，欧洲福建侨团联合总会 （以下简称“欧福
联”） 驻福建联络处在福州揭牌成立。有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捷克等10个国
家的福建侨团代表等参加活动。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表示，“欧福联”驻福建联
络处的成立，体现了旅欧乡亲期盼携手发展的美好愿
景，为中欧双方搭建起一个经济、人文交流合作的新
平台。他希望联络处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增强
旅欧闽籍乡亲与家乡的联系沟通，鼓励引导他们积极
参与家乡建设事业，积极拓展深化中欧双方合作关
系，促进中欧经济文化共同进步。

欧福联轮值主席胡建兵表示，联络处的成立，将
旅欧闽籍华侨资源与福建发展紧密对接、深度融合，
为中欧友好往来、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揭牌仪式上，双方还签署了 《福建海外中餐发展
联盟合作备忘录》。 （中国侨网）

4月 21日晚，“亲情中华·一起读中国”朗诵音乐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

此次朗诵音乐会是中国侨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主题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诵读经典，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
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的凝聚力。

图为此次朗诵音乐会序幕表演《游子吟》。
本报记者 李嘉宝摄

一起读中国

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结果揭晓

本报电 （记者贾平凡）“首开杯”第七届“亲情中
华·金水桥之恋”——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是北京市侨
联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华文教育事业发展而创办
的品牌活动，自2007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次大赛。2018
年9月，第七届“亲情中华·金水桥之恋”——华裔青少年
书画大赛正式启动，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马来西亚、菲
律宾、英国、西班牙、美国、新西兰等29个国家和地区76
所海外华文学校、教育机构及华侨华人社团报送的华裔
青少年书画作品共计1940幅。

本次大赛评选出金奖 22 幅、银奖 60 幅、铜奖 150
幅及优秀奖157幅。获奖作品主要反映了当代海外华裔
青少年爱国爱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品创作题
材多以中国元素为主，表达了他们对祖 （籍） 国、对
家乡的印象和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