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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酝酿

《镇江颂》 的女声独唱版由曾晓青表
演，她也是该作品的策划人。曾晓青并
非土生土长的镇江人，而是镇江的儿媳
妇，地道的“湘妹子”。

1990 年，硕士毕业的曾晓青与丈夫
一起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一家
汽车公司任职至今，现为该公司主任级
高级材料工程师。茫茫大洋隔不断亲
情，曾晓青常在两地间往返，每次回国
必来镇江。

2016 年春天，曾晓青又来到镇江。
在镇江成家立业的弟弟驱车带她到北固
山脚下新建的湿地观光带 （滨江路） 兜
风。杨柳依依，花红叶绿，远处三山依
稀、古塔入云，水面波光粼粼，如音符
般荡漾……眼前的景色让曾晓青惊叹，
镇江城市风貌竟变得如此美丽。

返回美国后，曾晓青久久难抑心中
的激情，她试着问了自己的朋友丁钟
崑，能否创作一首歌颂镇江的辞赋，丁
钟崑欣然同意。

丁钟崑曾在解放军总医院 （301 医
院） 攻读研究生，上世纪 80 年代移居美
国，先后深造、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及其医
学中心和直属医院。

医学博士丁钟崑擅长古文创作。从
医之余，他曾兼职指导哥伦比亚大学中
国汉代文史经政法律方向博士生的毕业
论文。在曾晓青看来，丁钟崑是执笔这
篇作品的不二人选。

镇江同样承载着丁钟崑难忘的回
忆。在北京长大的丁钟崑，幼时便熟知
镇江“水漫金山”的故事。大学期间，
他曾应好友之邀，不止一次畅游镇江、
扬州等地。好友曾把镇江香醋作为礼物
送给他，他也非常喜欢。对丁钟崑来
说，镇江是一座充满亲切感的城市。

圈粉海外

为了更好地创作出反映镇江文化特
色的作品，丁钟崑仔细研读镇江文化历
史，潜心构思，数易其稿。

去年初，一首浑然壮阔、恢弘磅礴
的 《镇江颂》 在丁钟崑笔下诞生了。这
篇作品的正文有33行，共240余字。从宜
侯夨簋、水漫金山，到三国纷纭、梁红
玉击鼓、稼轩凭栏北顾，《镇江颂》 一句
一典故，将镇江的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
娓娓道来，融合在作品之中。

好词还得有好曲。曾晓青说，《镇江
颂》 的配曲颇费周折。当时，她与丁钟
崑听了许多首曲子，从中选择。众里寻他
千百度，最终，一曲古琴演奏《水墨烟云》
让他们如获至宝。“这首曲子简直是为《镇
江颂》量身定做的，可谓珠联璧合！”

去年 3 月，曾晓青的独唱版 《镇江
颂》 一经推出，迅速唱响各大音乐网
站。随后，曾晓青和丁钟崑开始考虑进
一步拓展该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增
加男女声合诵版。为此，曾晓青邀请自
己公司的同事、在当地华人中有“朗诵
大伽”之誉的鞠建国前来助阵。

鞠建国同样有着“镇江情缘”。1978
年，祖籍江苏南通的鞠建国考入镇江农机
学院（今江苏大学），1982 年毕业留校任
教，1989年出国。在他心中，镇江一直被视
为“第二故乡”。现在，鞠建国是一名高级
制造工程师，业余时间热衷于歌咏、朗诵。

继独唱版 《镇江颂》 推出两个月
后，朗诵版 《镇江颂》 闪亮登场，在海
外备受欢迎。许多华人朋友和美国朋友
听了作品后被深深打动，他们希望有机
会到中国、到镇江一游，实地领略古城
镇江的诗情画意，甚至有人已经确定了
镇江之行的行程时间。

悠悠乡情

丁钟崑在网络上的名字是“歌哥”，他
说，心中有歌即歌者。继《镇江颂》之后，他
再接再厉，一发不可收，又相继为自己的

“第二故乡”河南安阳、祖籍地河北张家口
创作出《安阳颂》《张垣颂》两篇深情之作。
丁钟崑表示，镇江、安阳和张家口三地是
华夏文明的一个缩影。“三颂”之歌也寄
托着自己对华夏故土的殷殷之情。

《镇江颂》 并不是曾晓青与丁钟崑的
首度合作。近年来，两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已经联手演绎、推广多首中国古典名
曲，如《夜雨寄北》《高山流水》《霓裳羽衣
曲》《胡笳十八拍》《春江花月夜》等。

“中国情结是我们创作的源泉，也是
联系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曾晓青由衷
感慨，“虽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主要使用
英语，但方块字依然是我们最亲切的文
字，普通话依然是我们表达情感的最佳选
择，中国歌曲依然是时刻萦绕心田的最美
乡音。”

上图：江苏省镇江市金山湖景区内
一角。 陈 岗摄 （新华社发）

近日，来自五大洲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0余家海外华
文媒体代表齐聚天津，参加“津门论道——全媒体时代的
中国故事海外表达”海外华文媒体论坛。多位华媒工作者
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就海外华文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
中积累的经验、面临的机遇及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拥抱全媒体时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植根于华
人社区，搭建起华社与祖 （籍） 国沟通的桥梁。

2018 年 12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葡萄牙。葡
萄牙伊比利亚传媒全员出动，第一时间以中、葡双语播报
系列新闻。不仅如此，伊比利亚传媒还借助电台、电视、
网络等渠道，进行全媒体报道，扩大影响力。

“报道习近平主席出访的相关新闻，是我们作为葡萄
牙媒体的职责，更是我们作为华文媒体的骄傲。”葡萄牙
伊比利亚传媒总裁詹亮说，“葡萄牙侨胞正通过我们了解
更多祖 （籍） 国的情况。”

《斐济日报》 总编辑杨鸿濂介绍说，在斐济，受限于
网络速度与资费，新媒体发展较慢，传统媒体依然占据主
导地位。近年来，《斐济日报》 通过与国内新媒体平台合
作，在报道采取多元化形式，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
新媒体发展上赢得了先机。

“我们要积极拥抱全媒体时代。”杨鸿濂说，“2018 年，
《斐济日报》报道了许多重大事件，将纸媒报道与网络直播、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相结合。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注重加强

对事件的深度分析与评论，深受读者们的好评。”

服务侨胞暖侨心

“2000年我初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时候，当地华
文媒体发展规模很小。有些报纸就是几张 A4 纸订在一
起，有些报纸主要登载一些服务类小广告，阅读性强的新
闻和文章少之又少。”谈起当年创业时的情景，新西兰信
报社长王浩感慨道，“当地侨胞和留学生想阅读中文新闻
非常困难。我萌生了创立中文报纸的念头。”

报纸初创时，王浩事必躬亲。他曾开着一辆二手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将新印出的报纸迅速送到各个投放点。
在王浩的努力下，报纸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华人的认可。

“许多华人买三份报纸，一份放车上，一份放办公室，一
份拿回家与家人分享。”王浩说，“许多华人还会根据自身
专业知识，对报纸提出各种建议，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类似的创业经历是每一位海外华媒人的共同回忆。詹
亮说，“对身处异国他乡的侨胞朋友们来说，读中文报刊
是刚需。中国的日益强盛，也让海外华侨华人更加关注祖

（籍） 国近况。海外华文媒体大有可为。”

连接中国与世界

海外华文媒体是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不仅连着祖
（籍） 国与侨民，还连着中国与世界。

几年前，詹亮和他所在的伊比利亚传媒曾参与策划一
部由国内媒体制作的、介绍葡萄牙风土人情的纪录片。他
说：“我们就像在远方定居的孩子，想把这里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故乡的亲人。”

在匈牙利，滕维杰和他所在的《匈牙利新导报》一直
将传播中华文化作为工作重心。成立匈牙利—中国文化交
流协会，参与组织中华文化的庙会活动，参加当地各种

“中国日”活动……滕维杰的生活异常充实。
“在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上，我们将中国书法、绘画、茶

艺、棋牌、美食、歌舞、功夫等介绍给当地人，增加他们对中
华文化的了解，对中国真实情况的认知。”滕维杰说。

在詹亮看来，用葡萄牙语讲中国故事是伊比利亚传媒
成功的秘诀之一。“加入当地主流媒体行列，了解当地人
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才能更好地在海外讲中国故事。”

四川省侨联艺术团赴美演出

近日，四川省侨联“亲情中华·美丽四川”艺术团走
进美国纽约华人聚集区法拉盛，为当地侨胞和国际友人
奉献了一台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精彩表演。

在观众们的热情期盼中，藏羌彝舞蹈 《民族欢歌》
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演员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演绎出
大美四川的祥和与幸福。川北大木偶《长绸舞》，茶艺展
示 《茶韵飘香》，武术表演 《功夫峨眉》，意境舞蹈 《锦
鲤》《乐山乐水》，彝族舞蹈 《生如夏花》 等特色节目纷
纷亮相，赢得现场阵阵热烈喝彩。旅美男高音歌唱家何
晓庆演唱的《一江水》《呼伦贝尔大草原》歌曲，一次次
将表演推向高潮。

由中国侨联主办，四川省侨联精心打造的品牌项目
——“亲情中华·美丽四川”自2011年启动以来，先后派
遣10余个团组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组织慰侨演出50余场。

（来源：中国侨网）

海外华裔青少年武汉寻根

6月 25日，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43名华裔青少
年齐聚武汉大学，开启2019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湖北武汉夏令营。

在当天的开营仪式上，武汉市侨联副主席徐祥忠重
点推介了湖北省情和荆楚文化。他希望参加夏令营的同
学们为传承和推动中华文化、荆楚文化走向世界发挥积
极作用。

参加此次夏令营的华裔青少年全部来自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由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负责组织人员报名和
筛选。海外华裔青少年在此次夏令营中将深入体验湖北
武当文化、炎帝文化、宜昌三峡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武汉
民俗文化。

活动期间，华裔青少年们将聆听独具魅力的编钟、
精心编排的汉语课，学习中国传统书画、茶艺，体验中
国武术等体育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并将通过丰富多彩
的参观游览，近距离领略湖北风土人情，感悟荆楚文化
的博大精深。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厦门侨商会举办乒乓球赛

近日，厦门侨商会第六届“汇景杯”乒乓球赛在厦
门举行。来自该侨商会及六个区的 25 支代表队、近 100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厦门侨商会负责人表示，举办 2019年“汇景杯”乒
乓球赛，是为了引导和带动侨界人士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以强健的体魄、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勇于
拼搏的快乐心情投入工作、学习和生活，为社会和谐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增强会员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
同时为侨界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
神，赛场上不甘落后、奋力拼搏，赛场下互相交流、团
结友好，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增进了友谊，展现
了侨界的精神风貌。 （来源：中国侨网）

当地时间6月24日，由中国
广播民族乐团打造的“魅力中
国”民族交响音乐会在美国旧金
山上演，为当地观众奉献了一场
艺术盛宴。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
节目吸引了当地华侨华人以及美
国民众的关注。

上图：乐队演奏。
下图：京剧唱段《梨花颂》。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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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一篇名为《镇江颂》的作品在美国、加

拿大等地的一些华语网站走红。作品有女声独唱版、男

女声合诵版，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和好评，有力地宣传

了江苏镇江这座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江南古城，宣传了

中国。该作品是由三位海外侨胞在大洋彼岸联袂创作

的，他们都与镇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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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媒架起中外连心桥
尹昊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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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情乡讯侨情乡讯

“魅力中国”交响乐亮相旧金山

图为论坛现场。图为论坛现场。


