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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兵团”开天辟地

“当一只鸟，飞起来，然后落地，是
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2018 年，中央电
视台播出的纪录片《雪地之舞》中，谷爱
凌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滑雪的热爱。

3岁与滑雪结缘，8岁成为太浩湖地区专
业滑雪队唯一的女孩，9岁开始包揽全美滑
雪比赛少年组冠军，13岁便提前参加全美滑
雪公开赛，总金牌数达到50块。随后更是

“小宇宙”爆发，先后完成了多项国际赛事夺
冠之旅，并于今年1月登顶国际雪联总积分
榜榜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身为中美混血、华裔二代，谷爱凌深
受母亲谷燕的影响，一直希望能够参加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一梦想正逐渐照进
现实。今年 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慰问并讲话，作为
代表的谷爱凌，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共同见
证这场追梦之旅的期待，并坚定表示，将
尽己所能为冬奥会努力。

从严冬走到初夏，爱凌脚踏雪场，
“飞”越大洋，将在故国的土地延续光荣与
梦想。“很骄傲能够在3年后代表中国征战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北京，我来
了！”近日，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告
了自己的“新征程”。

近些年来，在世界体坛编织体育梦想
的华裔运动员可谓“百家争鸣”，参与的
项目亦可谓“百花齐放”。北京奥运会的
华裔选手，就在一些国家的参赛运动员中
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传统优势性项目如乒
乓球、游泳等，华裔运动员人数甚至超过
总参赛人数的一半；一些非优势项目如田

径、击剑和垒球等，也不乏华裔运动员的
身影。平昌冬奥会的阵容中，华裔面孔也
占据了多个席位。

多年来，华裔运动员在许多项目上
取得突破：从篮球运动员林书豪在世界
刮起“林旋风”，到举重运动员祖尔菲亚
和马内扎于伦敦奥运会先后打破世界纪
录、摘得金牌；从大马头号羽毛球选手
李宗伟成为中国男单最强劲的对手之
一，到马术运动员华天作为奥运会成立
以来第一位中国骑士和世界第一位 18 岁
奥运马术三项赛骑士被写入中国奥运史
册……群星闪耀、新星升起，华裔运动
员正逐渐以亮眼成绩撑起体坛一片天。

正如华文教师张杰感叹的：“世界上凡
是有太阳的地方都有华人。在多个领域，中国
人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多方有益 辅成交融

华裔运动员群体的崛起与中国综合国
力快速上升、体育事业发展及世界体育发
展等密不可分。外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
究中心主任周庆杰对本报表示：“华裔运
动员的发展不仅是其个人的成功，也增加
了华人群体的荣誉感和在该项目上发展的
信心。”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认为，
世界的关注也让华裔运动员群体有了更多
展示自我的机会与平台，华裔身份将更值
得自豪。

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华裔运动
员取得斐然成绩，首先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与坚持，也得益于家庭教育的“润物细无
声”。周庆杰指出：“取得优异成绩的华裔
运动员大多是华二代，他们秉持了父母一

辈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加之科学训练体
系下的刻苦训练，最终得以实现出人头地
的心理诉求。”

“家人的期待也是一种动力的来源。”
蔡文耀表示。在 《雪地之舞》 纪录片中，
每个雪季，母亲谷燕都会定期驱车 3小时
带爱凌到太浩湖训练滑雪，并在教育方面
给予了更多的宽容与可能，这使得爱凌不
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擅长音乐剧、钢
琴、足球、芭蕾等。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谷燕把自己
对“根”的铭记延续至对爱凌中文和中华
传统文化的教育当中。每逢暑假，回到中
国、融入中华文化，都是母女俩的“必修
课”。爱凌略带京味的流利中文让人称奇。
代表中国征战北京冬奥会，其实也是母亲
谷燕的心愿。如今，拥有这样“中国梦”
的，远不止谷爱凌一家。随着中国体育的
大门逐渐向世界敞开，一批华裔运动员选
择回到中国“圆梦”。周庆杰认为，这对
于华裔运动员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重要意
义，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推动
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了非凡的成就，更
带来了所在项目的科学训练体系，这对中
国在该项目的持续发展意义深远，也更有
利于中国体育融入世界体育大家庭。”

开放舞台 沟通世界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家体育总局宣
布，将首次邀请华侨华人高水平运动员参
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26 个大项 34 个分
项的比赛。这一“破天荒”的举措昭示着
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开放的新进展，体坛越
来越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开放舞台。

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闫俊涛表示：
“随着文化交流的推进和体育运动的国际
化，人们对于外籍运动员的接受度和包容
度会越来越高。”蔡文耀也认为，体育无国
界，运动是基于人类全体公平公开的竞
争，太过于重视国籍问题，很多时候会产
生偏差。“用平常心看待就好了。”他结合
自身经历说：“作为移民一代，我们非常希
望把根和文化传给下一代。他们当然可以
有自己的选择，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平等
地接受两种文化。而体育精神是人类共同
的财富。”

正如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所
述：“希望能够通过追求极限运动来增进
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了解和友谊，鼓励
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
为提高中国和世界冰雪运动水平而努力。”

华裔运动员的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
蔡文耀对未来能有更多华裔运动员参与世
界竞技充满期待。

华裔运动员未来可期，但也有一些
问题值得多方关注。周庆杰说，目前华
裔运动员，尤其是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
华裔运动员，规模和数量依旧有限，应
当对冰雪运动、足球等一些我们还较为
薄弱的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一些
希望选择中国继续从事体育事业的华裔
运动员，因为我国运动员培养体制与他
国的差异，应当研究如何使他们适应不
同的训练体系。蔡文耀也深有同感，他
表示，希望可以有更多积极的培养措施
帮助华裔运动员更好适应新环境，安心
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去。

上图：谷爱凌获得 2019 自由式滑雪
世界杯意大利站坡面障碍赛冠军。

（资料图片）

华裔健儿闪耀世界体坛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报到。”6月
6 日，原美籍华裔滑雪运动员谷爱凌 （Eileen
GU）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正式转为中国国
籍。这位“滑雪天才少女”的到来一时间引发众
多关注，媒体和网友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战绩赫
赫、实力不凡的她必将成为“中国队的奥运强势
争牌点”。

近年来，体坛“华裔兵团”不断崭露头角，
他们凭借自身优势，在异国他乡开拓体育事业，
推动中外体育交流，开创出一片天。而中国竞技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逐渐为华裔运动员群体提供了
展示的平台与空间。

杨 宁 曹文潇杨 宁 曹文潇

香港侨界千人访京活动收官

6 月 11 日，香港老归侨千人访京团圆满成功总结
大会举行。此次老归侨千人访京团由香港华侨华人总
会第八届理监事会主办，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5月19日至23日，1000多位老归侨乘坐高铁
往返，到访包括长城、天桥剧场、天安门广场、国家
大剧院及人民大会堂等地。

大会上，老侨胞们纷纷感叹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变
化。参加此次访京团的老归侨陈先生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从香港到广州再到北京，快车需要 2 天 1
夜，而这次坐高铁只要9个小时。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协调部部长朱文介绍，参加
访京团的大部分老归侨都参加过新中国建设，平均年
龄都在 70 岁左右，大家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国家
70年的发展历程。通过这次访问，团员们也体验了高
铁的安全快捷，看到了沿线城市的崭新风貌及首都现
代化建设新的成就。

（来源：中新社）

菲华裔青少年艺术夏令营开营

近日，由福建省厦门市侨联主办的 2019年菲律宾
华侨华人青少年艺术夏令营在厦门开营，20名华裔青
少年齐聚一堂，开启9天的文化之旅。

据悉，这是厦门市侨联首次举办艺术夏令营，设
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手工制作及文化体验等课程。
旨在推进中菲艺术与文化交流，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
对中华优秀文化和闽南文化的了解，传承和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华
侨华人青少年争做中菲交流使者，把所见所闻跟身边
的朋友分享，讲好中国故事。

海口举办“侨爱工程”宣传活动

6月11日，“侨爱工程——琼剧进社区暨侨法宣传
活动”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新村社区广场举办。归侨
侨眷、社区群众等近200人参加。

据了解，滨海新村社区“侨之家”创建于 2009年，自
社区“侨之家”创建以来，经常组织归侨侨眷开展座谈
交流、慰问救济、侨法宣传、送医送药送文化等各种便
侨利侨活动。社区“侨之家”已成为扎根社区、服务基层
的侨法宣传角，为侨服务的工作站，了解社情侨意的窗
口，以及联系广大归侨侨眷的纽带。

（来源：中国侨网）

“你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4
家有名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
新，都是由澳大利亚华人回国兴办的吗？这
4 大百货公司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百
货业。作为移居澳大利亚 20 多年的历史学
家，无论是我的学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都
不离开华商。华人来澳已 200 年，为当地经
济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时候为他们树
碑立传了。”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学院教授
黎志刚说。

一个“百人华商计划”，一部大洋洲华
商通史，渐渐在黎志刚的脑海里成型。今年
4 月，昆士兰大学与江苏师范大学共同在布
里斯班举办“华商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政治
经济变动国际论坛”期间，“世界华商通史·
六卷本”课题组召开项目推进会，作为大洋
洲卷负责人，黎志刚备受鼓舞。

其实这与黎志刚的学术特长是一脉相承
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读博士期间，他确立了以轮船招商局
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并藉此探讨中国
近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此后数十年间，
他的大多数学术精力一直聚焦在轮船招商局
史上，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大批卓有影响
的著作。在轮船招商局早期发展史中，香山
籍买办商人的出色表现，给黎志刚留下深刻
印象，也引起了他对该群体和代表的华商，
以及商业贸易网络的研究兴趣。

找到历史研究这条道路，黎志刚走了不
少弯路。早年在香港，他读过中文，读过经
济，读过社会学。1980 年从岭南大学毕业
后，进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香港新亚研究
所学习。1984年，他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刘广京教授是中外航
运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刘教授的建议
下，黎志刚将轮船招商局作为研究对象。他自
言，老师的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博
士论文《中国第一间公司与政府：轮船招商局
中的官僚、商人及其资源分配》，获美国经济
史学会1993年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奖。该
奖项的设立，是专门用于奖励那些非美国经
济史研究的最佳博士学位论文的。至今，他也
是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中国学生。

1992 年，黎志刚结束犹他大学的教职，
到哈佛大学一年，主要在费正清中心从事研
究。次年接受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聘
请，任教日本经济史。两年半后，他转到昆
士兰大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中国
商业史和社会史。同时，一直研究物质文化
和中国日常生活史。

来到昆士兰大学后，黎志刚开始收集每
年的黄页，从中分析当地经济的发展变迁。
他看到，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中国大陆
移民为主的华人移民大量移居澳大利亚，华
人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老移民相比，
这些华人新移民从事的行业相当广泛，其经
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也有明显的提高。中
国与澳大利亚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
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势必会对澳大
利亚华人社会产生新的影响。

10 年前，黎志刚开始担任昆士兰大学
亚洲商业史中心主任。在他的努力下，“百
人华商计划”已开始启动。他说，历史研
究就是要真实再现，希望这部书为中国的
城市化提供参考。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旅澳历史学家黎志刚：

为200年在澳华商树碑立传
陶社兰

中国旅澳历史学家黎志刚：

为200年在澳华商树碑立传
陶社兰

图为琼剧表演。 陈锦涛摄

加拿大华文节目办小主持人大赛

当地时间6月9日，由华文媒体加拿大新动力传媒
集团主办的小主持人选拔大赛在多伦多举办。该项赛
事最终将从40余名参赛选手中为加拿大首档中文少儿
电视节目《海狸家族》评选出首批15名小主持人。

上图：一位小选手在比赛时展露开心笑容。
左图：一位混血小选手在大赛结束后翻看自己的

获奖证书。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