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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文成开海外信访智慧通道

本报电（任明） 近日，浙江省文成县信访局推
出“浙里办”手机 APP，引导海外侨胞安装使用

“浙里办”，让他们随时随地在手机上进行咨询投诉
事项和查询、评价办理结果。截至目前，文成的海
外华侨已有 167 人安装“浙里办”手机 APP，通过

“浙里办”办理咨询建议类事项25件，实现让数字线
上跑代替了海外侨胞路上跑。

文成是著名侨乡，涉侨人口占全县户籍人口的
60%。文成县信访局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推出智慧政
务，让海外侨胞有事不用跑，温暖了侨心。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
大“浙里办”手机 APP 覆盖面，让海外侨胞有问题
尽量使用“掌上投诉”。同时，有关部门将加大协调
处理力度，第一时间协调县有关部门、属地乡镇与
当事人通过海外视频联网进行面对面接访调处，并
加大跟踪督办力度，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
效解决，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浙江侨联组织迎国庆“快闪”活动

本报电（陈姣） 5月9日，浙江省侨联联合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共同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
闪”——唱响 《我爱你，中国》 活动，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的70名浙籍女侨胞参加 （下图）。活动在浙江
安吉举办。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侨胞共同唱响歌曲 《我爱你，中
国》，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祝福，饱含深情的歌声表
达了海外游子心向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此次活动
旨在讴歌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
侨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热爱，展示新时代侨界女性
求真至善、情系桑梓的风采。

美籍华人捐赠日军侵华影像资料

5月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举行新征集文物新闻发布会，美籍华人鲁照宁和南
京民间抗战史研究者张定胜、张育松等人分别向纪
念馆捐赠了文物史料。

据了解，鲁照宁这次带来的藏品有107件，其中
包 括 8mm、 16mm 原 版 电 影 胶 片 16 卷 ， 记 载 了
1937-1945 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大事，其中
1937年的胶片中包括日军轰炸上海和南京的画面镜
头。另外一份重要的文物，则是出刊于1937年12月
9日的 《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登载了日本军队向南
京进攻的消息，成为日军侵华行为的直接物证。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表示，这
些资料直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和战争的残酷。

（据中新社电）

印象：历史文化胜地

5 月 3 日晚，扬州京杭之心，春风沉
醉，水波潆涟。这是此次采风活动的第一
站。绚烂的灯光秀表演点亮了运河上空，
流光溢彩的巡游花船缓缓驶过，歌剧 《运
之河》 将历史兴衰娓娓道来……大运河

“初体验”令采风团备感惊艳。
“一场世界级的文化盛宴！太震撼

了！”阿根廷华人在线副总编辑万学栋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运河是享誉
世界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灿烂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

“我在扬州和大运河续缘了！”埃及埃
中新闻网总编王永鸿兴奋地说，“4 年前，
我曾到江苏考察，没有机会细看大运河。
如今，我在运河之畔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
歌剧，深入了解了运河的历史文化，弥补
了当年的遗憾。”

连日来，从瘦西湖到秦淮河，从平江
路历史文化街区到中国科举博物馆，采风
团一路走，一路看，惊叹于沿途风景之
美、风物之盛。

“不愧是名扬天下的苏杭胜地！”初次
来江苏的巴拿马 《拉美侨声报》 总编助理
张雪云赞叹说。几个运河城市干净优美的
环境让她印象深刻：“街道上绿树成荫，
一尘不染，历史文化名城果然名不虚传”。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始
于春秋，成于隋朝，兴于唐宋，取直于元
代，疏通于明清。”马来西亚海内外杂志
社社长续炳义对大运河的历史如数家珍。

一路上，他用相机记录着采风路上每一个
精彩瞬间，将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
美景定格。

“寄语飞南归北雁，大河头尾是家
川。”对祖籍江苏淮安的加拿大红枫林传
媒副总编姚风明来说，大运河承载着他对
家乡最深沉的眷恋。“运河边的建筑，如
河埠、码头、桥梁、船闸等体现着独特的
人居文化和民俗风情。运河中蕴藏的历史
和文化更容易唤起海外华侨华人的记忆和
乡愁。”

发展：盘活沿线资源

2014 年 6 月，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江苏境内共有 7 个遗产
区、28个遗产点段入选。如何从流淌着的
遗产中挖掘活的历史？习近平主席曾给出
这样的答案：“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
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海外华文媒体的此次大运河采风之
旅，正值江苏举办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
览会。5月4日下午，采风团参观了位于扬
州国际博览中心的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
精品展。展览以江苏运河城市和世界运河
城市为主，向海内外观众展示运河沿线城
市文化旅游新形象。华媒记者们纷纷结合
自己的所见所闻，为运河文化“活”起来
支招。

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社长吴敏向本
报记者说：“大运河的开发需要做好顶层
设计，深入挖掘各地旅游、商业、品牌资
源的最大优势，形成各自有竞争力、吸引

力的文化产品，同时要形成产业链，凝聚
发展合力。”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运河地区的发展必须以保护
好运河生态环境为前提。”姚风明说，“同
时也要注重发挥运河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历
史文化优势，提升运河文化品牌价值，打
造文化精品和旅游项目，结合沿线各地优
势，形成运河旅游文化聚合长廊。”

“运河发展要注重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生活在运河国家埃及的王永鸿说，

“对埃及来说，运河是重要的经济增长
点。近年来，埃及就通过开通新苏伊士运
河，打造‘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带
动周边地区发展。”

万学栋提出，“大运河建设应与‘一
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打出大运河品
牌，以旅游文化节为依托，提升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同时，运河地区普遍经济较发
达，要注重合理去产能，向欠发达地区合
理、科学地进行产业转移，促进地区均衡
发展，共享发展红利。”

讲述：运河走向世界

“ 昔 日 京 杭 水 道 忙 今 日 扬 州 仍 辉
煌”、“北欧看苏州：娟秀玲珑，人杰地
灵”、“美丽昆山：一座生态宜居的‘如画
城市’”、“魅力江北：一座崛起的科技新
城”……采风期间，海外华媒施展全媒体
报道的“十八般武艺”，在纸媒重要版面
及新媒体平台开辟专刊、专栏，每天推出
鲜活的现场报道。一个个生动的运河故事

正以华媒为载体走向世界。
“大运河是世界的。我计划在 《欧华

联合时报》 上做一个版面，主题是大运河
品牌借‘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让更多
侨 胞 了 解 大 运 河 、 共 享 大 运 河 发 展 成
果。”谈起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吴敏踌躇
满志。“明年是中意建交 50 周年，双方将
互办文化和旅游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可
以此为契机，将相关活动作为‘一带一
路’的子活动进行嫁接。在意侨胞可以在
其中发挥作用，促进中意双向互动，扮演
好‘桥’的角色。”

采访间隙，姚风明向记者展示了自己
历时 3 年、两易其稿写就的长篇历史小说

《淮商传奇》。为了全面展现大运河的历史
人文风貌，他曾沿着大运河一路考察，直
至入海口的浙江余姚，最终形成了这部30
万字的作品。

“华媒的语言体系有其独特性，要用
当地民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述具
体的中国故事，不仅要讲现在，也要讲历
史。”姚风明说，“另外，大运河的治理、
保护与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海外
侨胞能够为大运河沿线城市开展国际合作
提供智力及人才资源。”

王永鸿认为，中埃两国可以将运河文
化作为合作要点，举办以运河传承保护及
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相关论坛，推动两国
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合作。

同样来自运河国家，张雪云表示，自
建交以来，中巴各领域来往更加密切，两
国未来可以在运河开发方面开展更多的交
流合作。山美水美人更美的江苏，将吸引
更多侨胞来此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华工：“沉默的道钉”

5 月 10 日是美国太平洋铁路竣工 150 周年纪念
日。这条全长 3000 多公里的铁路连接美国东西两
岸，为美国近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然而，参与铁
路修建的上万名华工就如“沉默的道钉”，鲜为大众
所知。

“华工参与了中央太平洋铁路最困难时期和最艰
巨地段的兴建，也是完成铁路基础性工程的主力
军。正因为华工的辛勤劳作，太平洋铁路得以提前7
年竣工。”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美国
铁路华工研究学者黄安年接受采访，讲述美国铁路
华工往事和那段中美交往历史。

黄安年介绍，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加快
西部开发的 《太平洋铁路法》，并于 1863 年开工建
设。这条铁路分为东西两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
司承建的西段工程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不少工人
畏难怠工，工程进展迟缓。无计可施之下，中央太
平洋铁路公司决定雇用华工。自 1865年起，大批华
工从广东五邑地区赴美修路，铁路工程后期华工的
比例甚至高达4/5。

“华工面临极其紧迫的工期、开山凿岭的艰难以
及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他们用最简陋的工具承担
着最艰巨的关键性工程。”黄安年举例，在施工难度
最大、最危险的加州西拉内华达山西侧合恩角，这
些或许此前从未见过雪的中国南方人经受住了暴风
雪的考验，在高达 3000 英尺的悬崖上，腰系绳索，
身悬半空，用锤子和钢钎等工具和炸药爆破，一寸
一寸凿穿坚硬的花岗岩，铺上铁轨。

华工们用生命铺就了太平洋铁路。据学者研
究，数以千计的华工因山石爆破、隧道塌方、暴风
雪灾和其他事故而丧生。这些逝去的华工或埋骨他

乡，再难归来；或被送回故土，隐于荒山义冢。
然而，华工们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却与其境

遇极不相称。“华工们是最诚实、最刻苦的劳动者，
同时也是最受压抑、最默默无闻的劳动者。”黄安年
说，不仅华工们的薪酬待遇低于白人工人，华工们
也遭受着排挤和歧视。仅在铁路建成 13年后，美国
颁布《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使得他们生
存艰辛、无数家庭分离。

历史：重视华工精神

黄安年介绍，在 1869 年太平洋铁路建成后，铁
路华工除很大部分回中国外，有的继续留在美国西
部，或南下、北上、东移，向全美扩散形成若干以
唐人街为中心的移民点。“像种子一样，扎下根来，
继续为美国发展贡献力量。”

就如铁轨上的无数道钉一样，华工的贡献长期
被忽视。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学术机构、民间团体
及华工后人等着力发掘这段尘封的历史，聚焦铁路
华工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纷纷问世，各类纪念活
动接连举办。2014年5月，美国劳工部正式将美国铁路
华工载入荣誉榜，华工群体获得迟来的尊严与敬意。

150年过去，美国华人已不复当年铁路华工的卑
微境遇，而华人地位提升，扬眉吐气的背后，离不
开一代代先辈打拼铺路。黄安年表示：“我们纪念这
段历史，了解华人移民美国并逐渐融入的艰辛奋斗
历程，是为了不忘来路，传承精神，增强华人的自
豪感。”

历史亦照映当下。“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是一段
交流合作的历史，美国近代的崛起包含着中国移民
的辛勤奉献。一个半世纪前两国做到的，今天没有
理由不能做得更好。”黄安年如是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寥寥
数笔，记载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
的历史。千年运河，源自江苏。

近日，来自美国、加拿大、巴拿马、瑞典
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8家海外华文媒体记者
深入大运河江苏段，先后赴扬州、苏州、南京
等地采风。此次采风活动由中国侨联指导，江
苏省侨联主办，南京、苏州、扬州三市侨联共
同承办。

在为期6天的大运河之旅中，采风团一路
走来，欣赏江南大地的春日盛景，感受流淌千
年的深厚文脉，聆听改革创新的发展脉动。在
海外华媒的镜头与笔端，一条古老又年轻的大
运河呈现在世界各地侨胞眼前。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赴大运河江苏段采风

千年运河 奔向未来
本报记者 李嘉宝文/图

侨界关注

5月3日晚，江苏扬州京杭之心上演灯光秀表演。

侨情乡讯

让华工精神传承下去
冉文娟

近日，一年一度的美国达拉斯亚洲
节在达拉斯市举办。

上图：在达拉斯市近郊普莱诺，当
地华裔在亚洲节活动上表演旗袍舞。

左图：一名美国学生在亚洲节活动
上练习用毛笔书写汉字。

田 丹摄 （新华社发）

美国达拉斯举办亚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