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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脱贫攻坚

“打心眼儿里开心，打心眼儿里感
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赵秀莲激
动地说，“医生和护士们为我们动手术，
一整天没吃没喝。我刚做完手术不能哭，
但我的心里在掉泪。”

赵秀莲来自张家口市沽源县平定堡乡
二道渠村，是建档立卡贫苦户。多年来，
老人一直备受白内障困扰，眼睛疼、视力
模糊，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由于老伴
儿常年卧病，家里拮据，做手术治好眼睛
一直是赵秀莲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我看得特别清楚！感谢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我要告诉在外务工的孩子
们，为社会多做好事儿，多做贡献！”短
短几分钟的采访，老人提到最多的词就是

“感谢”。
与赵秀莲一起被揭纱的，还有张家口

地区的其他9位建档立卡户白内障术后患
者。当天，侨界助力脱贫攻坚光明行活动
在张家口市举办，第 10 万名接受复明手
术的白内障贫困患者在这里产生。

自 2017年启动以来，“脱贫攻坚光明
行”项目通过社会公益救助的方式，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约 50 万名白内障、眼胬
肉、糖尿病视网膜病、角膜病变等眼病患
者提供免费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使他们
通过治疗减轻减缓病症甚至重见光明。

乔卫向本报记者介绍说，“脱贫攻坚
光明行”项目主要依托基层侨联组织联系
当地民政部门，在建档立卡贫苦户中收集
白内障患者的相关情况，同时借助媒体宣
传，使更多患者了解救助信息。“积极救
治，可能使这些贫困患者恢复生活、劳动
能力，至少可以减轻或消除其家庭照顾的
负担，使之有机会主动脱贫”。

“这是中国侨联参与扶贫工作的重要
载体和特色项目，是新形势下侨联组织、

广大侨胞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组织实
施的惠民工程。”乔卫表示。

服务“一带一路”

“爱尔眼科一直在做公益。”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
陈邦自豪地介绍，“除积极助力国内脱贫
攻坚外，我们的医疗队还在中国侨联的倡
导下，走出国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贫困眼病患者。”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
国侨联的公益品牌项目——“侨爱心光明
行”也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于
2017年在缅甸启动。截至目前，已派出 5
支爱尔眼科国际医疗队走入缅甸，为1000
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至
今仍记得，2017 年 11 月，一位 90 岁、几
近失明的缅甸老人在做完白内障手术之
后，用汉语说了“谢谢”。

“这声‘谢谢’让我特别感动，记忆
犹新。缅甸人民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情
谊，这是民心相通的生动写照。”施乾平
告诉本报记者，“2017、2018 年，我曾两
次参加中国侨联在东南亚开展的‘一带一
路·侨爱心光明行’活动，资助当地 200
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为他们进行免费手
术。作为一名侨商，我从祖国改革开放中
获益良多。如今，能参与侨联组织的公益
慈善事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我
备感自豪和荣耀。”

“汇聚侨联组织、华侨华人和爱尔医
疗队的力量开展援外医疗活动，有利于促
进当地民众对中国医疗技术的信任，加深
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在陈邦
看来，爱心是无国界的，这是一种特殊的
纽带，可以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活动
发挥着民间外交的重要作用。”多次参与

该活动的德国华商联合总会副会长张禹华
说，中国侨联开展的公益慈善事业为当地
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汇聚侨界大爱

近年来，张禹华的身影活跃在国内外
的“光明行”活动中。在云南昆明，他和
十几名海外侨胞一起向贫困患者捐款，帮
助他们完成手术；在缅甸仰光，他见证了
中国医疗队一次次成功的手术，为越来越
多的缅甸患者带去光明。

2017年，张禹华成立德国华商“一带
一路”公益基金，作为中国华侨公益基金
会的分基金开展公益活动。“启动资金200
万元，绝大部分用在了缅甸的‘光明行’
活动中。”张禹华介绍说，“在缅甸，当地
的华侨华人有的做翻译，有的做医护志愿
者，非常支持‘光明行’活动。”

“在国内外的光明行活动中，华侨华
人展现出的热情令人感动。”陈邦也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

乔卫告诉本报记者，海外侨胞通过参
与国内外的“光明行”活动，在助力国内
脱贫攻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上发挥
了积极作用。“今年年初，在中国侨联组
织的华侨华人春节晚会上，我们把‘脱贫
攻坚光明行’的项目推荐给海外侨胞朋
友，上千人参与了捐赠。在缅甸等东南亚
国家开展‘光明行’活动时，不止当地侨
胞，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也都慷慨捐款。
华侨华人的善良爱心被带到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使当地民众能够感受到中
国人的友好。”

张禹华说：“热心公益慈善、回馈祖
籍国和当地社会，是华侨华人一直传承的
优良传统，许多华侨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
样。海外华侨华人要扮演好民间外交官的
角色，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中外
友好、促进民心相通做出贡献。”

施乾平表示：“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
又生活在海外，具备融通中外的先天优势，
更能为中国的国家形象代言。我们不仅要
参与国内公益活动，还要在国际舞台上讲
好中国的公益故事，将中国人的善心带到
世界各地，为中国的大国形象增光添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
把汉服带到欧洲，让“西式建
筑与汉服”搭配走出魔幻现实
主义场景。德国汉文社社长邵
肖明就经常带着团队身着汉服
在德国街头“街拍”以及参加
文化活动。

古琴声奏响，柔荑素手缓
慢打开从中国寄来的快递，里
面是一件青灰色汉服。镜头里
一位华人女子换好汉服，头戴
钗环，步履蹁跹，经过汉堡港
口、海事博物馆等德国知名景
点。在广场上、教堂前、市中
心，她不时遇见或吹笛抚琴、
或下棋品茗的同袍，他们行礼
作揖、点头致意，期间还有外
国人专程为汉服女孩献上一朵
白玫瑰。最后，她与同袍们相
伴走进了德国汉文社。上述场
景就出现在德国北威州的一个
华人文化协会——汉文社拍摄
的文化宣传片《寻》里。

邵肖明表示，德国当地经
常举办日本节，民众对和服比
较熟悉，经常都误以为汉服便
是和服。为了改变当地人的这
种错误观念，德国汉文社经常
刷下“存在感”，除了街拍，邵
肖明还带领团队积极参加华人
春晚、杜伊斯堡中国节等活动。

“华人在海外代表的是中
国，希望通过汉文社，让更多
欧洲人领悟汉服之美，从而对
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邵肖明
进一步解释道，“外国人对于陌
生文化抱有好奇心，我们就是
利 用 这 一 点 让 他 们 先 熟 悉 汉
服，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印
象。但如果让他们再深入了解
中国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和审美
情趣就比较困难了。推动他们
由表及里地了解中国文化，是
一个长期且艰难工作。”

虽然向欧洲人普及中国文
化任重道远，但汉服已经飞入德国寻常百姓家。如
今，德国一些活动的主办方会主动与汉文社接洽，邀
请他们参加德国文化节、进行汉文化展示以及舞蹈表
演等活动；德国的一些学术论坛也与汉文社合作，进
行汉文化专题讲座；还有一些德国当地人也加入了汉
文社。

谈到汉服在欧洲的火热程度，邵肖明表示，汉服
在欧洲暂时还没有达到“热”的程度，但确实有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到这种不同于日本和服的中国传统服
饰。“当前社团成员主要以‘90后’留学生为主，此外
社团还得到了当地老一辈华侨华人以及中德结合家庭
的关注”。

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汉文社每一位成员都踌躇
满志。邵肖明回忆起在 2017 年底杜伊斯堡中国节上，
室外突降大雪，温度跌破冰点，汉服演员的服装都是
纱绢材质，在半露天舞台上，演员们的皮肤被冻得通
红，但他们还是圆满完成了演出。

“前来观看演出的杜伊斯堡市长和经济促进局的各
位主管都给出了很好的评价，这让汉文社的所有成员
都很开心，因为我们通过展示汉服之美，成功地呈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再艰苦也值得了。”邵肖明说。

未来，汉文社除了发展线下活动，也会加大对线
上宣传的重视。邵肖明表示：“除了微信公众号、微
博、汉文化宣传片，我们还会跟紧潮流继续推出一系
列短视频，借助新媒体让更多人领略汉文化之美。”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侨港镇建镇 4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疍家
婚礼民俗活动。 翟李强摄

侨界大爱帮贫困患者重见光明
本报记者 李嘉宝

5 月 31 日上午，河北省张
家口市爱尔眼科医院。76岁的
赵秀莲正激动地等待着纱布揭
开的时刻。昨天，她刚刚在这
里接受了白内障手术。

当中国侨联顾问、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在医
护人员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
取下赵秀莲眼睛上的纱布时，
突然的亮光让她不适应地眯起

了眼睛，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
容。这位被白内障困扰了十几
年的老人，终于再次看到清晰
的世界。

赵秀莲是“精准脱贫光明
行”大型公益项目两年来救助
的第10万名贫困患者。该项目
由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公益基
金会、湖南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共同发起。

“精准脱贫光明行”实施两年，助10万贫困患者复明；“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启动两年，派出5
支国际医疗队走入缅甸，为1000多名当地贫困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上图：2017 年 11
月 19 日，“一带一路·
侨爱心光明行”缅甸
站复明仪式在缅甸曼
德勒蒂桑眼科医院举
行。图为结束一天的
手术后，中缅两国医
护人员合影留念。
（来源：国际在线）

左图：5 月 31 日，乔卫（左）
为“精准脱贫光明行”项目救
助的第 10 万名患者赵秀莲（右）
揭纱。 （中国侨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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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重要侨乡泉州市的福建省巾帼示
范基地——秉尚石斛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石
斛面积共达 500 多亩，解决了当地 40 多名妇
女就业，为本市洛江区河市镇白洋村当地妇
女群众搭建了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带动了妇
女脱贫致富，达到致富、帮富、带富的作用。

图为近日，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白洋村
当地妇女采摘石斛花。

王 胜摄 （人民视觉）

侨乡泉州促乡村振兴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北海市侨港镇迎建镇40周年

6月 2日，广西北海市侨港镇迎来建镇 40周年。
当天，侨乡民众欢聚一堂，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

当天的广西北海市侨港镇锣鼓喧天，张灯结
彩，一派喜气。岸上的人们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
头顶“锅盖笠”，呈现一种别具特色的风情。当地还
安排了别开生面的婚礼民俗活动。整场婚礼都在船
上完成，这是传统的疍家渔民婚礼习俗。

1979年6月2日北海华侨渔业公社成立 （侨港镇
的前身），是中国重要的归侨集中安置点。

40年的沧桑，侨港镇从一无所有到小康，从安
置楼到别墅，从破渔船到远洋大轮船，从肩挑手提
到精深加工，从零敲碎打到产业覆盖……昔日荒沙
滩变成了广西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今天的
侨港镇形成了侨民风情与疍家风情相融合的特色民
俗，成为侨港旅游的金字招牌，侨民从旅游产业发
展中获得了更多的实惠。

据介绍，如今的侨港，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公
共服务不断完善，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侨民生
活安定富足，成为负有盛名的全国特色小镇、全国
渔业重镇和全国旅游名镇。

洛杉矶华人捐赠二战文物

6月3日，美国洛杉矶华人陈灿培和谭永达再次向
中国昆明市博物馆捐献二战飞虎队文物。文物共计 23
件，包括飞虎队飞机和飞行员的老照片、二战时期对
飞虎队事迹的报道文章等。这不是陈灿培第一次捐赠
物品给昆明博物馆，两年前他就捐赠过一次，物品包
括飞虎队军服、军衔、徽章、照片、杂志、录像带、
招贴画和 CD 等，总计 2000 多件。博物馆为此向二人
颁发了荣誉状。

陈灿培夫妇日前受邀参加在昆明市驼峰酒店举办
的“南侨魂、飞虎情”论坛。陈灿培作为主讲嘉宾，
介绍了他收藏的二战纪念品，以及多次将这些文物捐
赠给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故事，其中包括昆明市博物
馆、腾冲博物馆、法库、湖南以及重庆博物馆等。为
感谢陈灿培的无私奉献，上述城市均向他颁发了“荣
誉市民”证书。

致公党福建省委慰问归侨

近日，致公党福建省委专职副主委吴棉国、原副
主委黄双月一行赴福建省著名侨乡——晋江安海镇开
展关爱困难归侨、慰问侨乡弱势儿童等活动。

在走访困难归侨时，吴棉国、黄双月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活状况，勉励归侨们要克服困难、自强自立，
不忘初心，传承好老归侨爱国爱乡的“归侨基因”、践
行忠诚奉献的“归侨精神”，在参与侨乡建设、服务侨
界和谐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吴棉国表示，希望各级涉侨有关部门能更好地团
结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以心聚侨，以情聚
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时代侨界新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