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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危助困 为侨胞排忧解难

身在异乡打拼，或初来乍到、人生
地不熟，或独身一人、孤立无助，碰到
困难怎么办？这是海外华侨华人经常面
临的问题，也成为许多侨团成立的初
衷。当同胞身处异乡孤独无依时，贴心
服务；当同胞身处危难举步维艰时，倾
力援助。侨团一次次关爱帮扶、维权助
困的行动背后，是浓浓的同胞手足情。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华助中心就
是这样一个暖心侨团。从 2015 年成立至
今，比什凯克华助中心几乎全年无休，
竭力为侨胞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比
如，华助中心成立了能容纳 20至 30人的
救助站，配备基本医疗设施和安保能
力，接纳暂时无处容身的侨胞；中心还
向侨胞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救助，协助
处理华侨华人证件问题及突发应急事
件；为了积极帮扶旅吉少数民族侨胞，
中心支持维吾尔族同胞开办“明亮中文
学校”，为汉族以及维吾尔族、俄罗斯
族、乌兹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
族学生提供固定安全的教学场地。

“还有那么多同胞需要我们帮助。”
华助中心主任杨彩平常年奔走在救助侨
胞的路上，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

在南半球，也有类似的侨团为侨胞
“保驾护航”。2014 年，南非开普敦华人
警民合作中心成立，这是一个全侨性自
我保护和维权公益组织。针对南非治安

状况不佳的形势，中心积极探索搭建为
侨服务救助平台，通过编写 《旅南侨胞
生活经商之安全防范指南》、开通 24 小
时救助热线、与当地警方建立联防互动
机制等举措，联手当地政府力量为华侨
华人提供安全保障，让他们在当地安居
乐业。

凝心聚力 助侨胞融入当地

融入当地社会是华侨华人在海外长
期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一些侨
团整合资源，为侨胞架起一座通向当地
社会的桥梁。

多年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始
终致力于融通中美，为两国人民友好而
不懈奔走。从最初成立时仅有 18 个会员
社团，发展到如今超过 200 个会员社团，
总会规模不断壮大，在促进侨胞融入主
流社会方面的成效日益显著。他们吸取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倡“和而不
同”的理念、“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以
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坚持以文化交流
为桥，通过举办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推动侨胞与当地社会的交流往来。

圣保罗巴西华人协会则将更多精力
投注于公益慈善事业。“要发扬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侨
团成员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并落实于
行动中。为巴西困难群众捐款，组织人
员探望为保护华商不幸受伤的当地警
察，为圣保罗军警组织汉语培训班……

侨团开展的一系列回馈当地的活动，受
到普遍欢迎，也让侨胞与当地民众的心
越来越近。

在海外，大部分华侨华人以经商为
生。于是，一些侨团将关注重点聚焦于
服务华商，通过鼓励华商守法经营，帮
助他们更好融入当地社会。每年，意大
利中国总商会都会通过商会支持、众筹
等方式，邀请中国国内高校教授赴意开
展培训，引领侨社转型升级、规范发
展。截至目前，参加培训的侨商已达
3400 多人。葡萄牙中华总商会则与当地
政府部门保持友好关系，不定期举办移
民、法律等各类讲座，鼓励侨胞融入当
地主流社会。

弘扬文化 搭中外友好桥梁

1999 年，中国和巴拿马尚未建交，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巴拿马各主
要侨团联合举办联欢会，诞生了巴拿马
华人工商总会。20 年来，总会以发展工
商业为宗旨，促进了中巴经贸交流，进
而推动中巴建交，成为侨团服务中外交
流的表率。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服务侨胞
的同时，海外侨团纷纷将推动中外往
来，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在文化、经贸等
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视为己任。

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团已在当地
小有名气。自成立以来，艺术团举办了

“悉尼国际校园艺术节”、嘉年华花灯巡

游、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大型交响
史诗音乐会等多场大型活动。2017 年，
艺术团应悉尼、肯辛顿等多个市郡政府
的邀请，组派 16 个艺术团，连续 3 周在
各地举办 30 余场新年嘉年华演出，在澳
大利亚掀起一阵中华文化的热潮。据统
计，2018 年观看华星艺术团主办或参与
演出活动的人数达 120万人次，其中 65%
是非华裔人士。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在中日文化
交流活动方面同样十分积极。每年春节
期间，在日举办的“中国节”等文化活
动，联合会都是组织者或主要参与者。
今年2月，联合会还协助举办了点亮东京
塔活动，让东京塔“披上”富有中国特
色的“中国红”。

除了文化交流之外，还有不少“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侨团，搭乘“一带
一路”倡议的东风，力推住在国与中国
的经贸往来。比如，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自成立起就热心于推动中马经贸交流
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他
们更是发挥优势，积极向马来西亚政府
和民众宣介“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理
念，并且举办各类活动，成为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外友好交流的
范例。

上图：3 月 15 日，为期 3 天的 Parra-
masala 艺术节在澳大利亚悉尼 Parramatta
市拉开帷幕。悉尼华星艺术团组成秧歌
队、腰鼓队、街舞队参加大巡游，受到
观众好评。图为悉尼华星艺术团团员表
演“变脸”。 樊 南摄 （中新网）

海外侨社联情谊、排忧难、融主流、促交往——

聚成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本报记者 严 瑜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人们常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而
在华侨华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侨社侨团。作为
海外侨社的支柱，全球2万多个华侨华人社团在
帮助华侨华人联络亲情乡谊、维护合法权益、融
入主流社会、提升整体形象、弘扬中华文化、促
进中外友好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聚
成一团火，让身在异国的同胞抱团取暖，又散作
满天星，在世界各地发出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5月29日，以“拥抱新时代，共圆中国梦”
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
京举行。众多海外侨团负责人从五湖四海而来，
汇聚一堂，交流经验，共展新时代的新面貌。在
这其中，就有不少有故事的侨团。

侨 情 乡 讯

江门以侨为“桥”汇聚发展力量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上，广东江门主打侨乡文化，“华侨华人
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一行大字悬于江门馆上方，
在众参展单位中独树一帜。据统计，祖籍江门市的华
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约有400万人，分布在全世
界107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江门籍新生代众多，他们大都已融入住在
国，成为父辈事业的接班人和推动居住地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江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伟良介
绍，世界江门青年大会自 2008年首次举办，便成为江
门籍海外华侨华人心中的盛事，每一届都有很多人不
远万里自费参会。

在向海外华侨华人介绍江门与国家发展机遇的同
时，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也成为推动经贸文化合作的重
要平台。去年，第六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促成涉侨涉
外经贸合作项目 25 个，总金额达 145 亿元。江门已经
在海外推动成立近20个联络分部，并依托联络分部设
立 6个国际经贸代表处和 6个海外旅游信息推广中心，
到江门投资兴业、参访考察的侨胞数量持续增加。

5月16日，为期5天的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 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103
个国家和地区的2.1万余名海外展商前来参会、参展和
采购。图为“一带一路”国际馆现场。

万善朝摄 （人民视觉）

浙江侨商会科创委年会召开
近日，以“创新发展开辟未来”为主题的浙江省

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下称“科创委”） 2019年年
会举行。据悉，浙江侨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侨资企业数和投资额占到该省外资企业总数和外
资总额的 60%以上，成为推动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省份。在“侨商回归”的热
潮中，浙江省侨商会于 2006年成立，该会会长廖春荣
表示，截至目前，浙江省侨商会已发展到有会员 3500
余家、总投资 580 多亿美元、年总产值超 3000 亿元人
民币的侨商组织。

2016 年 1 月，浙江省侨商会成立科创委，旨在凝
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浙江创新创业，助力侨资企业
依靠科技转型升级。截至目前，该省有360多家科创委
会员企业从房地产、服装、制革等传统行业向信息经
济、电子商务、旅游休闲等新兴产业转型发展；有120
多家会员企业和侨商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发展中取得了
重大成果。

(据中国侨网）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 （港），前途不可限
量，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我感到很自豪。”美国南
加州海南会馆最高顾问吕诗澄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我会尽最大努力为祖籍地海南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吕诗澄祖籍海南文昌，从祖父辈开始去越南经
商。1942年，吕诗澄在越南和宁市出生。青年时代
吕诗澄在战乱颠沛中求学，凭借勤奋和智慧，28岁
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可战争却将事业毁于一旦。

1975年，吕诗澄带着太太和襁褓中的女儿前往
美国，而“要做自己的事业”的信念，支撑他异国
白手起家，并成为南加州知名华人企业家。

如今，吕诗澄拥有美国星光美容器材公司、
DL 股份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除了美容业，他还
涉足美国房地产业等。在美国创业成功后，吕诗
澄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先后在越南、中国等投资
设立公司。

回想在美国白手起家的艰辛创业道路，吕诗澄
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两点，一是目标坚定并为此
不懈努力奋斗，二是诚信经营、稳扎稳打。

创办会馆 未改乡音

吕诗澄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移居美
国南加州的海南人已达 4万多人。海南籍同乡倡议
成立南加州海南会馆，他积极奔走并成为会馆的主
要领导成员之一。

2005 年，在担任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会长期
间，吕诗澄促成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来自世界各地数千名琼籍华侨华人
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吕诗澄不仅精通英语、越南话、粤语、普通
话，还能讲一口地道的海南话。吕诗澄透露说，

“不管在越南还是在美国，家里人的交流大多数还
是用海南话。”

正是通过这种一代又一代的言传身教，使从未
回过故乡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们永远记住了远在
大洋彼岸的中国海南岛，记住了祖辈们曾经生活过
的地方。

难舍故土 心系家乡

1990年，吕诗澄第一次回到故乡海南。
此后，看好海南发展的吕诗澄，与友人在海南

文昌、澄迈投资兴业。
琼籍华侨华人为海南教育卫生事业慷慨解囊，

吕诗澄也不例外，他为家乡捐建学校、资助贫困学
子完成学业。“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事，我
总是想办法去帮助。”

“尽最大努力为祖籍地海南奉献自己的力量！”
多年来，吕诗澄一直秉承此愿。2006 年初，吕诗澄被
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赤子楷模”的光荣称号。2012
年吕诗澄担任第五届世界越柬寮联合会秘书长。

当前，海南正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吕诗澄
非常看好故乡的发展前景。他说，“我会鼓励更多
海外华人和我的家人、朋友到海南寻找新机遇，谋
求新发展，一起参与家乡建设。”

（来源：中国侨网）

吕诗澄：

情系家乡的“赤子楷模”
张茜翼 张 瑶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山区的青田县被誉为“华侨之乡”。为全
面提升小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生活
环境，打造“侨乡大花园”，青田县从 2016年 10月正式启动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改善城镇面貌。

截至目前，青田县已有 26 个整治乡镇通过省级达标验收，7
月前将完成剩余中心镇的达标验收，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整
治目标，以崭新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图为游客穿行在青田县阜山乡美景之中。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走进“侨乡大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